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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52                              证券简称：北信源                     公告编号：2016-063 

北京北信源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摘要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半年度报告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应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内的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负责人林皓、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灿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丹声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

实、完整。 

半年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北信源 股票代码 300352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旭  

电话 010-62140485  

传真 010-62147259  

电子信箱 vrvzq@vrvmail.com.cn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会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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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总收入（元） 142,273,165.37 105,719,184.08 34.58%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元） 
17,131,733.37 13,672,670.19 25.30%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17,013,745.96 12,444,353.89 36.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8,126,121.39 -37,225,672.22 -29.28%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股） 
-0.0937 -0.1395 32.8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34 0.0512 -34.7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34 0.0512 -34.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 1.93% 0.0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2.01% 1.76% 0.2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978,432,443.28 971,347,262.17 0.73%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元） 
843,179,318.59 837,645,081.33 0.66%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股） 
1.6422 3.0998 -47.02% 

非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及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7,277.35 固定资产处置收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20,050.00 政府补贴款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5.74  

减：所得税影响额 19,435.68  

合计 117,987.4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增值税退税 7,062,502.21 
根据国家对软件行业的总体政策导向，预期软件增值税退税的税

收优惠政策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故定义为经常性损益。 

（2）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5,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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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皓 境内自然人 43.42% 222,950,000 185,962,500 质押 140,790,000 

兴证证券资管－浦 其他 1.43% 7,367,23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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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银行－兴证资管

鑫众－北信源 1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邮战略新

兴产业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30% 6,669,472 0   

王晓峰 境内自然人 1.17% 6,016,635 6,016,635   

浙江天越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4% 5,833,895 0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

公司－分红－团险

分红 

其他 0.86% 4,407,711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方大

数据 100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65% 3,313,690 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邮核心竞

争力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8% 3,000,000 0   

田秋桂 境内自然人 0.56% 2,889,628 2,889,628 质押 2,090,000 

马永清 境内自然人 0.55% 2,831,040 2,831,040 质押 2,831,03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本公司发起人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系，也不属于《上市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收购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3）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总体经营环境态势稳定，行业市场发展趋势良好，在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的管理下，践行“信息安全、

大数据、互联网”三大发展战略布局，以创新为基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各项业务有条不紊的开展，在强化公司核心竞争

力的同时，深化与行业客户合作，不断拓展新的市场领域，实现了营业收入稳步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2,273,165.37元，同比增长34.58%，营业利润10,899,188.97元，同比增长311.63%,实

现净利润17,131,733.37元，同比增长25.30%,营业成本25,854,034.82元，同比增长3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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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的构成 

占比 10%以上的产品或服务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分产品或服务 

软件产品 75,801,977.55 4,597,534.68 93.93% -5.30% -12.19% 0.47% 

技术服务 40,915,998.51 4,363,154.54 89.34% 330.11% 488.02% -2.86% 

系统集成 17,744,165.62 13,376,845.66 24.61% 22.14% 20.28% 1.16% 

分行业 

军工行业 17,906,682.99 930,650.39 94.80% 26.49% 199.19% -3.00% 

能源行业 44,327,207.32 4,161,364.03 90.61% 215.02% 631.84% -5.35% 

政府行业 45,591,042.89 13,785,049.38 69.76% 1.94% -2.70% 1.44% 

其他行业 16,329,308.84 2,689,665.71 83.53% -26.22% 48.27% -8.27% 

分地区 

华北 48,812,129.03 3,972,595.55 91.86% 5.06% 84.33% -3.50% 

华东 39,722,738.64 14,844,009.21 62.63% 24.77% 21.65% 0.96% 

华南 15,742,673.31 1,484,720.08 90.57% 403.71% 1,863.57% -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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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报告期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

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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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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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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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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