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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超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有异议声明。 

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

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不存在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为中汇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449,537,367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48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转增 0 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超图软件 股票代码 30003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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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翟利辉 谭飞艳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 10 号

电子城 IT 产业园 107 号楼 6 层

（100015）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 10号电

子城 IT 产业园 107 号楼 6 层

（100015） 

传真 （010）59896666 （010）59896666 

电话 （010）59896167 （010）59896000 

电子信箱 public@supermap.com public@supermap.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业务介绍 

自1997年成立以来，公司聚焦地理信息系统相关软件技术研发与应用服务，目前下设基

础软件、应用软件、数据智能三大GIS业务线，并构建生态伙伴体系，通过1000余家生态伙伴

为数十个行业的政府和企事业单位信息化全面赋能。目前，SuperMap在GIS基础软件中国区

域的市场份额已超越国外品牌，并在30多个国家发展了代理商，将SuperMap GIS 推广到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1）GIS 基础软件业务线 

GIS基础软件业务线下设超图研究院、平台业务群、超图国际。聚焦SuperMap GIS基础软

件，超图研究院专注于产品研发，平台业务群专注于中国区域的营销与服务，超图国际致力

于海外市场的开拓与服务。 

通过持续创新以及独有的精益敏捷研发管理体系，超图在大数据、人工智能、新一代三

维、云原生、跨平台等地理信息核心技术领域取得了显著优势。 

目前，SuperMap GIS基础软件市场份额已超越国外品牌，位居中国区域第一，并在30 多

个国家发展了代理商，将SuperMap GIS推广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华为、中兴、NEC、

NTT等跨国企业的GIS基础软件供应商。 

（2）GIS应用软件业务线 

GIS应用软件业务线主要由公司全资子公司超图信息、上海南康、南京国图、北京安图、

上海数慧共同组成，打造了大资源（主要面向自然资源行业，包括国土、规划、林业、海洋

等）、大智慧（主要面向测绘、智慧城市、智慧园区等）、大环境（主要面向生态环境、水

利、气象行业）、大国防四大产品线和解决方案。 

（3）数据智能业务线 

数据智能业务线主要由在成都设立的全资子公司超图数据组成。作为GIS大数据和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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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业务投资平台，超图数据不断开拓公有云应用市场，为行业用户提供在线GIS应用服务，为

企业客户及合作伙伴提供在线地图数据与API服务，以及大众化的在线地图绘制和地理分析服

务。其控股的地图慧提供在线大众制图、在线企业GIS服务、地理商业智能等业务，目前已成

为在线GIS服务的知名品牌。 

地图慧大众制图已有100多万免费用户，日制图超过3500幅，企业平台拥有6万多的企业

客户，并为物流、家电、保险金融、连锁零售等客户打造深入行业需求的企业地图服务应用

产品。 

 
2、业绩总体情况 

2019年，随着机构改革步入尾声，人员机构的变动调整带来的影响逐渐减弱，相关行业

业务回升。在加强市场开拓的同时，公司进一步加强了技术创新，对全系列产品进行了重大

升级，进一步巩固了公司核心竞争力。开源的同时，公司进一步采取了节流措施，在提升效

率的前提下，采取多种手段管控成本与费用，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2019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3,502.20万元，同比增长14.31%；营业利润22,428.83万元，

同比增长42.02%；实现利润总额23,998.92万元，同比增长42.1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21,907.92万元，同比增长30.71%；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19,556.93万元，同比增长41.74%。 

3、行业情况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GIS 软件产业逐步走向成熟，政府用户近年的GIS应用不断深入，

企业用户采用GIS平台的意识不断增强，大众用户对于GIS平台和GIS产业认可度提高，这些

用户逐渐由被动要求转为主动需求，这将拉动着GIS软件市场的快速增长。 

政府应用领域：近年来，在国家对地理信息产业的长期政策和专项建设支持下，国土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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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化项目投入增加，国家数十个数字城市、智慧城市的建设与应用项目，自然资源和地理空

间基础信息库建设实施；农业、林业、环保及灾难预警等资源与环境应用领域的GIS 应用深

入；同时，在政府职能逐步向服务型转移的过程中，电子政务中的GIS 应用将持续升温，为

政府科学决策提供重要的地理空间信息依据。 

企业应用领域：近年来，企业基于地理信息服务的信息化应用逐渐增强，包括电力、物

流、电信、制造、流通、烟草、石化等行业在资产管理、物流配送、客户服务系统及商业选

址等方面对GIS基础平台软件的需求将持续增加。 

大众应用领域：在位置服务、电子地图和导航等服务领域，大众用户需求正在呈上升趋

势。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深度应用，网络基础环境优化后，个人位置服务等移动GIS 领域有望

出现快速增长。 

综上，公司所处的行业发展形势良好，市场广阔。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1,735,021,983.34 1,517,788,227.33 14.31% 1,249,758,548.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9,079,157.24 167,612,442.09 30.71% 196,266,033.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5,569,305.16 137,973,522.47 41.74% 183,069,045.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0,037,062.97 166,227,588.88 32.37% 249,360,832.9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9 0.37 32.43% 0.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9 0.37 32.43% 0.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81% 8.98% 1.83% 11.49%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3,061,994,412.98 2,822,793,446.81 8.47% 2,629,728,087.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27,971,620.25 1,935,136,166.58 9.96% 1,805,894,167.4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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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16,401,394.70 423,351,868.27 413,552,242.44 681,716,477.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662,421.39 33,181,708.60 87,679,933.59 90,555,093.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177,450.72 28,088,137.50 77,808,096.22 85,495,620.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9,685,638.41 -161,895,351.29 4,149,514.97 647,468,537.7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

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26,121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33,909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钟耳顺 境内自然人 11.91% 53,542,080 40,156,560 质押 3,600,000 

宋关福 境内自然人 5.12% 23,013,440 17,260,080 质押 
11,620,00

0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

研究所 
国有法人 4.61% 20,740,700    

北京超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3.00% 13,505,746    

孙在宏 境内自然人 2.05% 9,205,679 6,904,259 质押 1,355,000 

南京毅达汇聚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3% 9,110,973    

梁军 境内自然人 1.77% 7,967,5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62% 7,282,629    

王康弘 境内自然人 1.53% 6,882,875 6,835,125 质押 610,00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

银施罗德新生活力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0% 6,745,35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是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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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

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一）机构改革接近尾声，迈向十三五收官之年 

2018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决定组建自然资源部，不再保

留国土资源部、国家海洋局、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同年4月10日自然资源部正式挂牌。截至

2019年底，省市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陆续组建完成。作为新组建的部门，自然资源部整合了

原国土资源部、国家海洋局和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的职能，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

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修复职责，进一步地促进了各部门行业

间的数据共享，为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机遇。在机构改革过程当中，人员调整、职

能变更和架构重组等种种因素为项目招标、实施以及回款带来了挑战。报告期内，随着机构

改革接近尾声，公司主要业务进一步回升，公司回款状况进一步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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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是地理信息产业进入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也是“十三五”计划的重要一年。

《“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部署了构建现代信息技术和产业生态体系、建设泛在先进的信

息基础设施体系、建立统一开放的大数据体系等任务；确定了应用基础设施建设、数据资源

共享开放、“互联网+政务服务”、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等优先行动。根据《测绘地理信息科技发

展“十三五”规划》提出的重点任务，公司在地理信息数据处理、数据管理与服务、社会化应

用等方面积极布局、深入研究，并在时空大数据融合、智慧城市、BIM+GIS、“多规合一”规

划信息平台等多个领域进行了建设与应用。2020年是“十三五”计划的收官之年，为保证十三

五计划的顺利实现，各地将加快推进信息化建设项目，为公司业务拓展带来良好的机遇。 

（二）国内国际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 

 2019年10月，由公司承办的2019 GIS 软件技术大会（简称GTC 2019）在北京隆重召

开。会议以“地理智慧 深度进化”为主题，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电子政务专家委员会

主任王钦敏，科技部原部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冠华，自然资源部副部长王广华等嘉宾出席

了会议。大会吸引了来自欧洲、非洲、南美洲等约5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嘉宾，现场参会人数

超过6000人。GIS软件技术大会为探讨、分享、展示我国GIS软件技术成果和应用提供了良好

的交流平台，也为提升公司在国内外的行业影响力起到了有效的推动作用。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布局海外市场、推动GIS教育战略，力争实现“成为全球领先GIS品

牌”的愿景。根据美国ARC咨询集团发布的《地理信息系统市场研究报告》，SuperMap位居

全球GIS市场份额第3、亚洲GIS市场份额第1的位置，为进一步扩大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

公司在报告期内积极参与国际展会、举办国际研修班、加速国际社交媒体平台布局、拓展国

际合作伙伴。 

此外，公司在推动教育战略上初见成效，发布了SuperMap GIS教育版本，并正式推出了

首个全国高校GIS教育网站。公司与海内外多所高校开展战略合作，参与编写教材，并出版《大

数据地理信息系统》一书。在与南京师范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国内院校展开合作的同时，

公司也与泰国、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的海外高校签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公司创办的

SuperMap杯国际大赛实现新突破，来自15个国家的123组参与了大赛，国际参赛团队数量大

幅上升。 

（三）基础软件重大升级，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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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发布了SuperMap GIS 10i系列产品，SuperMap GIS 10i包含了云GIS服务

器、边缘GIS服务器、端GIS以及在线GIS平台等多种软件产品，融入人工智能（AI）技术，

创新并构建了GIS基础软件“BitCC”五大技术体系，即大数据GIS、人工智能GIS、新一代三维

GIS、云原生GIS和跨平台GIS，丰富和革新了GIS理论与技术，为各行业信息化赋能更强大的

地理智慧。 

基于原有的四大技术体系，SuperMap 10i新增了人工智能GIS技术体系，进化成为“BitCC”

五大技术体系。人工智能GIS（AI GIS）是人工智能与GIS相互融合的技术统称，包括：(1) 融

合AI的空间分析算法（GeoAI）与相关的流程工具；(2) 基于GIS对AI算法输出结果的管理、

可视化和分析；(3) 基于AI技术对UI体验、运维效率和其他GIS软件功能的提升和优化。AI GIS

技术体系的推出，为用户带来了更加先进、更加智能化的解决方案。 

报告期内，公司提案发起的《空间三维模型数据格式》团体标准正式实施。该团体标准

定义了一种开放式可扩展的三维地理空间数据格式——Spatial 3D Model（S3M）,是中国地理

信息产业协会发布的第一个团体标准，对于推动三维地理空间数据的共享及深入应用具有重

要作用。公司不断创新和完善GIS产品和技术，并陆续发布了GIS产品和技术系列白皮书，涉

及SuperMap GIS 10i人工智能、新一代三维GIS技术、云边端一体化GIS技术、三维管线技术、

BIM+GIS技术、跨平台GIS技术以及倾斜摄影等多个产品和技术领域，不断向业内传递GIS新

技术、新方法；其中：《SuperMap跨平台GIS技术白皮书》涵盖多种SuperMap自主可控软硬

件一体化的GIS技术方案，可以适配不同的硬件设备和操作系统，以及支持丰富的数据库，赋

能国产化应用的建设和推广。 

（四）存量业务需求稳健、热点业务落地结果 

不动产登记业务持续稳定发展：报告期内，不动产业务持续深化改革、不断创新服务。

截至2018年底，国家级不动产登记数据库基本建立。针对全国不动产登记数据更新频繁、数

据量巨大的特点，公司应用大数据技术，实现了不动产登记数据高效信息化管理，并形成了

不动产登记空间数据库管理系统和不动产登记信息共享服务系统等两项成果，有效地保障了

国家不动产登记信息基础平台的高效运行。2019年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压缩不

动产登记办理时间的通知》，提出要通过信息共享集成、流程集成、人员集成三种集成方式

来压缩不动产登记办理时间。各地方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的重点工作由完成平台建设与数据汇

交逐渐转为提速增效、增强服务能力。报告期内，公司积极部署不动产登记一体机，参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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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了“互联网+不动产”、交易登记一体化、“一窗受理”、“最多跑一次”、农房一体等多个领域

的不动产登记项目，进一步推进数据整合成果完善、促进信息互通共享、夯实不动产登记基

础，为地方落实深化“放管服”的精神提供信息化保障。 

智慧城市业务增长稳定：2019年12月，由中关村空间信息产业技术联盟提出，公司牵头

并联合多家单位共同起草编制的《智慧城市空间信息服务平台技术规范 第1部分时空数据建

库》(T/ZKJXX 00005-2019)、《智慧城市空间信息服务平台技术规范 第2部分应用程序接口》

(T/ZKJXX 00006-2019)团体标准发布。这两项标准的发布，为智慧城市空间信息服务平台建

设过程中涉及的多源（元）数据汇聚、融合、管理与服务等关键问题提供了标准依据，将有

助于高效利用新型基础测绘成果、提升智慧城市空间信息服务平台建设与服务能力，如智慧

城市时空大数据平台、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政务大数据平台等，有效推进智慧城市的建

设与发展。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时空大数据平台、多网格融合城市综合治理、智慧设施、

智慧园区等多个领域的智慧城市应用建设，通过高效获取、有效利用空间地理信息，助力智

慧城市的发展。 

国土空间规划业务迎来大发展：2019年1月23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其明确了到2020年，基本

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逐步建立“多规合一”的规划编制审批体系、实施监督体系、法规政

策体系和技术标准体系；基本完成市县以上各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初步形成全国国土

空间开发保护“一张图”的主要目标。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南京国图深度参与了30多个地区

的规划编制工作。公司子公司上海数慧全面参与了国家层面的国土空间规划信息化标准规范

编研、国土空间规划指标模型研究，开展了国家级系统、数据质检软件、在线填报系统和基

础版系统的设计和研发，承接了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监测评估预警管理系统、山东省和四川省

等省级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杭州、宁波、成都、哈尔滨、佛山、连云港、

曲阜、承德、彭州、枣庄、菏泽等多市的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及监督信息系统建设，为全国

国土空间规划信息化树立了的标杆。同时，公司发挥大数据和新一代三维等技术优势，推进

国土空间全域全要素的数字化和信息化构建国土空间数字化生态，实现“可感知、能学习、善

治理和自适应”的智慧规划。 

（五）企业云业务再上新台阶 

报告期内，公司云业务主体——子公司地图慧进一步加强了产品的完善，地图慧全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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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并发布了外勤签到打卡及人员轨迹监控功能模块格网图及蜂巢图全新点分布样式，可达域

分析等功能；重构了智能排班算法，地址解析算法等，让算法变得更符合客户的需求。同时

地图慧对原有功能模块进行了优化与深化，业务流、权限、统计分析等模块越来越能解决客

户实际业务难题。地图慧开放平台也越来越成熟，更多的大客户通过接口调用的方式使用地

图慧的产品及服务，API年度调用总次数超12亿次。 

在市场开拓方面，地图慧企业注册用户新增15W，年度新签约用户超过500家，覆盖了家

电、物流、零售连锁、金融保险、房地产、广告传媒、通信等多个行业和领域。新签客户包

含鼎和保险、学而思、卓远地产、京东物流、新奥能源、神舟租车、新百伦、联昊通物流等

耳熟能详的企业。在客户续约方面，大客户基本全部续约，小微客户续约率也超过了去年同

期，续约客户如海尔、美的、方太、中铁物流、苏宁易购、便利蜂、跨越速运等企业。 

（六）推进行业合作，拓宽行业应用，共谋新发展 

公司秉承着“开放合作，共同发展”的理念，与各界广泛开展合作。报告期内，公司新签

约合作伙伴超过100家，其中：公司与特力惠、臻善科技、南方测绘、南方数码等业内应用开

发商签署了战略合作伙伴协议，与达索系统和大疆创新等跨领域公司达成合作，并与华为、

阿里巴巴等大型科技公司进行深入对接。 

报告期内，SuperMap GIS与阿里云新一代自研数据库POLARDB深度对接融合，完成兼

容性认证，构建自治、弹性、高可用的云原生时空管理平台联合解决方案，推出业界首个“云

原生数据库+云原生GIS”全国产化平台。2019年12月，阿里云发布数字地球引擎。作为数字地

球引擎的GIS平台供应商，公司构建了数字地球引擎的门户界面，提供数据实时计算和服务，

通过SuperMap Online帮助持续运营和运维。这也是公司在基础套装软件云化转型应用方面的

一次探索。（公司联合阿里巴巴集团、中规院等多家单位一同开发建设了雄安数字规划平台，

实现了GIS、BIM、IOT以及大数据、云计算等关键技术打通，规划、建筑、市政、地质等跨

专业整合，规划、设计、运维全周期贯通的重要成果。） 

作为华为多年的合作伙伴，公司与华为在报告期内进行了深度合作，参与了华为鲲鹏凌

云计划、签约了华为沃土数字平台并发挥技术优势支撑华为HMS的地图能力构建。作为鲲鹏

凌云计划的首批参与者，公司多款产品已与华为高斯数据库、欧拉操作系统、鲲鹏CPU、泰

山服务器通过互相兼容认证。“沃土数字平台”是华为面向企业市场的数字平台参考架构，构

建在云基础设施之上，在多个应用领域为伙伴提供开发支持。公司基础软件SuperMap GIS软



北京超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11 

件作为“GIS芯”集成到“沃土数字平台”后，将与华为携手联合创新，共同打造政企数字化转型

的美好未来。作为华为GIS平台供应商，公司在报告期内与华为HMS构建内置地图能力，利

用地图渲染技术储备和丰富的产品线，为HMS提供了全球（除中国）栅格、矢量地图瓦片方

案，通过数据处理、数据同步更新、地图配图、切瓦片、服务发布等全流程产品，支撑华为

HMS的地图能力构建。 

报告期内，公司与达索系统达成全球战略合作，双方将基于3DEXPERIENCE平台的

3DEXPERIENCity解决方案和超图的SuperMap GIS基础软件、应用平台，自中国市场开始，

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产品技术、品牌建设和市场营销三个层面的深度合作。双方在广州南沙开

展了具体项目的合作。公司与达索在BIM+GIS领域的合作将为用户提供宏观微观一体化、室

内室外一体化、地上地下一体化设计和管理能力，共同定义设计、建设、管理真正全生命周

期的技术平台。 

报告期内，公司与大疆创新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以测绘地理信息行业为主要合

作领域，共同推动实景三维数据的应用，打通从无人机到实景三维数据生产、GIS应用等全产

业链。 

（七）控本降费精细化管理，内部治理初见成效 

报告期内，为进一步提高公司经营效率，公司全面实施了控本降费，通过信息化手段进

一步增强了对核心业务部门及支撑管理部门的精细化管理。公司上线了阳光采购系统并发布

了《集团采购管理办法》，进一步实现了公司对外采购流程化、规范化，创建了更为公开、

公正、透明的采购机制，进一步降低了采购成本，提高了采购效率。针对核心业务部门，上

线了项目管理系统、业务报表系统和业务审批系统，为实时掌握项目进程、控制费用成本以

及促进跨部门协作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同时，公司加强了预算管控，发布了《集团全面预算

管理办法》，以可操作、可量化为原则，全员参与、上下结合，增加管控有效性，有助于进

一步提升战略管理能力、实现公司战略目标。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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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GIS 软件 1,713,352,745.57 780,337,856.74 54.46% 14.33% 15.11% -0.31%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按业务年度口径汇总的主营业务数据 

□ 适用 √ 不适用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

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9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3,502.20万元，同比增长14.3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21,907.92万元，同比增长30.71%，主要原因为：2019年，随着机构改革步入尾声，人员

机构的变动调整带来的影响逐渐减弱，相关行业业务回升。在加强市场开拓的同时，公司进

一步加强了技术创新，对全系列产品进行了重大升级，进一步巩固了公司核心竞争力。开源

的同时，公司进一步采取了节流措施，在提升效率的前提下，采取多种手段管控成本与费用，

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2019年，公司营业成本为78,437.01万元，同比增长15.03%，原因为公司业务增长导致外

包成本等增长。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新金融工具准则改变了原准则下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方式，将金融资产分为三类：

按摊余成本计量、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本公司考虑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和自身管理金融资产的

业务模式进行上述分类。权益类投资需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但对

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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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交易性权益类投资，在初始确认时可选择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该等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累计利得或损失从其他综合收益转入留存收益，不计入

当期损益。新金融工具准则将金融资产减值计量由原准则下的“已发生损失模型”改为

“预期信用损失模型”，适用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务工具投资、租赁应收款及财务担保合同。本公司按照新金融

工具准则的相关规定，对比较期间财务报表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

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9]6号，以下简称“2019年新修订的财务报表格式”)。2019年新修订的财务报

表格式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两个项目列报，

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两个项目列报；增加对

仅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报表项目的调整要求；补充“研发费用”核算范围，明确“研

发费用”项目还包括计入管理费用的自行开发无形资产的摊销；“营业外收入”和“营业

外支出”项目中删除债务重组利得和损失。此外，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应收利息”、

“应付利息”仅反映相关金融工具已到期可收取但于资产负债表日尚未收到的利息，基

于实际利率法计提的金融工具的利息应包含在相应金融工具的账面余额中。 

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 

财政部于2019年9月19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

会[2019]16号，以下简称“2019年新修订的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年新修订的合并

财务报表格式除上述“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的拆分外，

删除了原合并现金流量表中“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金融资产

净增加额”等行项目。 

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

议、第四届监事

会第十七次会

议 

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的通知》(财会[2019]8号，以下简称“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自2019年6月10

日起执行。 

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

议、第四届监事

会第十七次会

议 

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

的通知》(财会[2019]9号，以下简称“新债务重组准则”)，自2019年6月17日起施行。 

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

议、第四届监事

会第十七次会

议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嘉兴兴球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和上海超途软件有限公司由于业务已停止，2019年公司决议

解散这两家子公司，自注销日起，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2019年10月，公司之子公司南京国图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国图”）与北

京中新佳联国际规划设计与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新佳联”）原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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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南京国图通过支付中新佳联原股东701万元人民币受让中新佳联67%股权，占中新佳联注

册资本的67%并成为第一大股东，具有控制权，于2019年10月底南京国图支付股权转让款首

期款的80%并有能力支付后续转让款，2019年10月31日中新佳联完成工商变更信息登记，由

此南京国图实质取得中新佳联控制权，纳入合并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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