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浩丰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300419                             证券简称：浩丰科技                           公告编号：2019-053 

北京浩丰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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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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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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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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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丰科技 股票代码 30041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宁玉卓  

办公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东街 65 号融科创意

中心 A 座 11 层  
 

电话 010-82001150  

电子信箱 haofeng@interact.net.cn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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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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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99,084,193.80 229,513,827.11 -13.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062,472.78 15,575,307.17 -41.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4,531,367.99 12,199,311.70 -62.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3,279,927.81 -62,799,408.36 47.0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4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4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6% 1.03%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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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4,955,286.17 1,240,499,820.39 -1.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56,066,436.83 847,003,964.05 1.0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3,31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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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成文 境内自然人 20.32% 74,716,000 74,716,000   

李卫东 境内自然人 5.89% 21,658,990 21,658,990   

李建民 境内自然人 5.36% 19,708,858 0   

张召辉 境内自然人 5.26% 19,355,060 19,355,060   

杨志炯 境内自然人 2.32% 8,548,280 8,548,280   

蒋洪兴 境内自然人 2.23% 8,190,800 0   

顾云魁 境内自然人 1.52% 5,572,740 0   

李向军 境内自然人 1.30% 4,775,709 0   

张琳林 境内自然人 1.05% 3,844,100 0   

张明哲 境内自然人 0.98% 3,603,07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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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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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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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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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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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 

1、整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董事会制定的年度经营目标,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依托公司产品创新优势和良好的市场声誉，以

及完善的技术支持和后续服务体系;上述管理措施的实施,为公司继续致力于IT系统解决方案、酒店及家庭传媒服务领域的技

术创新和业务拓展、巩固公司在相关市场的领先地位提供了有力保障。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

下降，主要系研发费用支出较上年同期相比增加较多；且营业收入下降导致毛利下降。 

基于上述业绩驱动因素，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9,908.42万元，同比下降13.26%；利润总额为905.02万元，同比下降42.0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06.25万元，同比下降41.82%。 

2、主要业务回顾 

（1）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a）继续夯实金融领域，2019年上半年持续实施中国农业银行网络及信息安全项目，包括数据中心路由交换设备、大容

量防火墙设备等等；同时，公司继续服务于股份制银行、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等非常优质的客户资源，如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交通银行、民生银行、光大银行、浦发银行、哈尔滨银行、中国人寿、中国人保、泰康人寿等。 

b）运维业务的持续发展，公司在多年致力于行业客户数据中心IAAS云建设基础上，大力发展运维业务，包括设备原厂

商维保业务、第三方设备维保、定期巡检、现场故障诊断处理、备件先行、重要时刻保障、专家值班、现场值守等多种形式，

在公司众多金融行业客户具有大量服务案例，有效地保障了用户的业务正常开展。 

c）公司利用研发优势继续加大对企业营销服务的互联网平台架构建设的投入，企业网解决方案与互联网解决方案的对

接融合已初步完成，诸如微信座席，微信营销等产品已经成功地服务于客户；为公司带来的收入稳步增长。公司积极开展诸

如机器学习等新技术的研究工作，进行智能分析方面的技术积累，逐步实现产品服务升级。 

d）基于国内外发展趋势，军工领域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业务领域，我公司把军工领域定位为未来重点耕耘的一个目标

行业领域；目前，公司凭借过去积累的技术能力和资源，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今后有望继续精耕细作并获得长足发展。 

e）为应对电视台对落地、覆盖业务运作模式的调整，公司积极调整发展战略，开源节流的同时，也在酒店客户方面挖

掘潜力，布局酒店的业务开拓和探索；另外，积极开展相关电视台落地、覆盖业务方面合同续约工作。 

（2）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管理效率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上市公司监管要求积极推进内控建设、信息披露、投资者关系和三会运作等工作，建立健全公司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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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结构；通过互动平台等多渠道联系，以此增进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和认同，建立公司与投资者之间长期、稳定的良好关系，

充分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增强了公司运作透明度，维护了上市公司良好市场形象。公司为了便于经营管理，满足公司业务

提升的需要，进一步优化组织架构，减轻岗位冗余，提升管理、工作效率，使各岗位职权清晰、权责到位。 

（3）借助资本市场平台，完善战略布局 

公司将充分利用上市公司平台，在合理控制风险的前提下，积极寻找优秀的行业合作伙伴，实现合作共赢和持续发展，

进一步完善公司产业链布局，提高公司的行业地位和综合竞争实力。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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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2019 年 4 月 30 日，根据财政部《关于修定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

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的要求，公司将对财务报表相关

项目进行列报调整，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相应进行调整，具体

情况如下： 

1、资产负债表项目 

（1）将原“应收票据与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

款”两个项目； 

（2）将原“应付票据与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

款”两个项目； 

（3）新增“其他权益工具投资”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企业指定为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期

末账面价值。 

2、利润表项目 

（1）新增“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项目； 

（2）新增“信用减值损失”项目，反映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 号）要求计提的各项金融

工具信用减值准备所确认的信用损失； 

（3）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

以“-”表示）”。 

3、现金流量表项目 

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政府补助，无论

是否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的其他的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项目填列。 

4、所有者权益变动表项目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的填

列口径。 

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9 日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

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按照财政部《关于

修定印发 2019 年度一

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的通知》（财会〔2019〕

6 号）相关要求编制财

务报表，仅对财务报表

格式和部分项目填列

口径进行调整，不存在

追溯调整事项，不影响

公司资产总额、负债总

额、净资产、营业收入、

净利润等相关财务指

标。 

财政部于 2017 年陆续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

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

产转移》（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财

会〔2017〕9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

14 号），根据上述文件要求，公司需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

变更。公司将根据财政部的相关要求，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上述会

计准则。修订后的新金融工具准则主要变更内容如下： 

1、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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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以及以

公司于 2019年 4月18日召

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

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

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

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

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不会对公司当期

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前的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

大影响，也不涉及以前

年度损益的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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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更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  

2、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修改为“预期损失法”，

要求考虑金融资产未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从而更加及时、足额的计提

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3、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

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处理，但

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不得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

值变动额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4、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5、套期会计准则更加强调套期会计与企业风险管理活动的有机结合，更

好的反应企业的风险管理活动。 

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

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

地反应公司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2018年 12月 31日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调整前 调整数（增加+/减少-） 调整后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99,224,669.31 -99,224,669.31  

应收票据  +7,328,372.06 7,328,372.06 

应收账款  +91,896,297.25 91,896,297.25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25,752,051.08 -225,752,051.08  

应付票据  +137,364,790.00 137,364,790.00 

应付账款  +88,387,261.08 88,387,261.08 

 
2018年 12月 31日受影响的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 

资产负债表项目 调整前 调整数（增加+/减少-） 调整后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73,233,292.19 -73,233,292.19  

应收票据  +4,328,372.06 4,328,372.06 

应收账款  +68,904,920.13 68,904,920.13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21,695,635.30 -221,695,635.30  

应付票据  +137,364,790.00 137,364,790.00 

应付账款  +84,330,845.30 84,330,845.30 

 
2018年半年度受影响的合并利润表项目： 

合并利润表项目 调整前 调整数（增加+/减少-） 调整后 

资产减值损失 -133,498.14 +266,996.28 133,498.14 

 
2018年半年度受影响的母利润表项目： 

利润表项目 调整前 调整数（增加+/减少-） 调整后 

资产减值损失 125,014.08 -250,028.16 -125,01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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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2018年4月2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注销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注销公司

之全资子公司沈阳市浩丰创鑫科技有限公司，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注销、清算等相关事宜。截止2019年1月，浩丰创鑫已

办完工商、税务、银行账户等全部注销手续。 

根据南京浩丰世俊科技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股东决定，同意浩丰世俊出资设立控股公司南京浩丰视讯网络科技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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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浩丰世俊持股占比为51%；2019年1月16日南京浩丰视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取得了由南京市雨花台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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