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创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事项的专项说明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福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申请创业板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已于 2019年 4月 12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

通过。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8 日提交了封卷材料，并于 2019 年 5 月 22 日领取创

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核准批复。 

2019 年 6 月 3 日，公司就 2018 年度利润分配事项及 2019 年第一季度经营

业绩情况提交了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事项的说明材料。现就公司 2019 年 1-6 月

经营业绩情况补充说明如下： 

一、公司 2019 年 1-6 月的净利润下滑情况说明 

1、公司 2019 年 1-6 月净利润下滑及其影响因素 

公司 2019 年 1-6 月利润表主要科目与去年同期比较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6 月 上年同期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19,379,442.14 113,512,322.76 93.26% 

主要是电子票据业务、政

府财政业务及公共采购

业务增速明显，同时本期

在四川、广东、北京等地

因并购或拓展原因增幅

较大。 

营业成本 90,627,272.13 43,725,290.91 107.27% 

主要是随营业收入上涨

而相应增加的人工成本，

以及发生的定制开发成

本增长所致。 

销售费用 49,541,467.49 28,197,020.90 75.70% 

主要是各办事处开拓市

场人工费、差旅费增加所

致。 



 

 

项目 2019 年 1-6 月 上年同期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管理费用 47,610,663.11 29,787,071.25 59.84% 

主要是公司规模扩展导

致管理人员人工上涨、以

及并表内子公司数量增

加共同影响所致。 

研发费用 51,484,538.47 29,410,768.04 75.05% 

主要是研发人员比上年

同期增长 90%以上，使

得人工费大幅增长所致。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3,179,654.26 -14,057,412.88 -64.89% 综上原因 

由上表可见： 

2019 年 1-6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1,937.9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93.2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317.97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64.89%。 

公司 2019 年 1-6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滑的主要原

因如下： 

（1）公司业务具有季节性特征，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季节性特征更

加显著。公司主营产品的客户主要为政府各级财政部门及行政事业单位，这些客

户通常采取预算管理制度，一般下半年制定次年年度预算和投资计划，审批通常

集中在次年的上半年，因此，公司收入的季节性特征明显，公司销售主要集中在

下半年尤其是第四季度；而各项固定成本、费用需要正常发生，因此常出现半年

度经营业绩微利或亏损的情况，2018 年半年度公司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为-1,405.74 万元。2019 年 1-6 月公司收入规模同比增长 93.26%，主要原因为公

司业务开展良好及新增并表子公司所致。2018 年下半年，公司陆续收购了广东

瑞联、吉林金财、成都思必得、浙江美科等多家同行业子公司，该等子公司也具

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该等子公司在增加公司 2019 年 1-6 月业绩规模的同时，

由于季节性特征影响也导致公司净利润下降。此外，由于季节性原因，因业绩规

模较小，从而导致同比下滑的相对比例较大。 

（2）目前，公司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为了战略布局，公司在全国各地或

设新或收购了多家公司，通过内生式发展与外延式并购的方式，在加强原有业务



 

 

领域优势的同时，不断拓展新的业务区域和新的业务领域，公司业务规模由此迅

速扩大，2019 年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幅 93.26%。同时，为了支持公司业

务规模与业务领域的快速拓展，公司不断加大研发投入与人才引进，期间费用增

加显著，2019 年 1-6 月公司期间费用为 14,862.83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6,200.49

万元，同期增幅 71.58%。尤其是研发费用 2019 年 1-6 月同比增加 2,207.38 万元，

高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下滑金额；这些费用主要为人员薪资等费

用，属于固定成本，这些固定费用的投入能增强公司研发能力，同时导致公司净

利润下降。根据往年经验，随着下半年营业收入的大幅增加，这些固定成本将得

到消化，从而消除季节性影响。 

综上，公司由于业务存在季节性波动特点，通常上半年业绩较小，业绩波动

容易导致变动比例显著；近年来，公司利用上市平台进行了一系列战略布局，加

大研发投入与人才引进，期间费用尤其是研发费用增加显著；从而致使其在 2019

年 1-6 月业绩亏损较上年增大。整体上看，公司 2019 年 1-6 月各项业务开展良

好，业务收入增长明显，根据往年经验，随着下半年营业收入的大幅增加，公司

有望消除季节性影响，消化战略布局增加的研发投入和人才投入，实现业绩稳步

增长。 

2、公司 2019 年 1-6 月净利润下滑对本次募投项目产生的影响 

公司 2019 年 1-6 月净利润下滑系由于业务存在季节性波动特点和公司进行

了一系列战略布局，加大研发投入与人才引进，期间费用尤其是研发费用增加显

著所致。本次募投项目基于现有业务的升级和发展，公司 2019 年 1-6 月各项业

务开展良好，业务收入增长明显；上半年净利润下滑不会对本次募投项目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 

二、公司业绩变动不构成本次创业板非公开发行的实质性障碍 

公司经营情况正常，营业收入稳步增长。受拓展新地区业务、加大研发投入

及收入季节性波动等方面的影响，2019 年 1-6 月公司净利润有所下滑。整体上，

公司各项业务开展良好，财务情况正常，2019 年 1-6 月业务收入增长明显，根据

往年经验，随着下半年营业收入的大幅增加，公司有望消除季节性影响，消化战

略布局增加的研发投入和人才投入，实现业绩稳步增长；2019 年 1-6 月净利润下



 

 

滑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和未来整体发展战略，也不会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综上，上述会后事项不构成本次创业板非公开发行的实质性障碍，公司继续

符合创业板非公开发行相关法定条件。 

三、公司对创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事项自查意见 

1、公司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财务报告已经福建

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闽华兴所（2017）审字 I-068

号”、“闽华兴所（2018）审字 I-018 号”及“闽华兴所（2019）审字 I-002 号”

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公司不存在被注册会计师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的情形。自领取本次发行核准批文之日（2019 年 5 月 22 日）至本专项说

明出具日期间，公司的审计机构未对公司出具审计报告；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专项说明和北京市

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中没有影响公司本次创业板非公开发行的情

形出现； 

3、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4、公司的财务状况正常，报表项目无异常变化；除本专项说明“公司 2019

年 1-6 月的净利润下滑情况说明”外，公司不存在其他重大异常情况，财务状况

正常，报表项目无其他异常变化。公司 2019 年 1-6 月的业绩变动不影响公司本

次创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5、公司没有发生重大资产置换、股权、债务重组等公司架构变化的情形； 

6、公司的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更； 

7、公司的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稳定，没有出现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有重大

影响的人员变化； 

8、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申报文件中

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9、自领取本次发行核准批文之日至本专项说明出具日，经办公司业务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会计师和律师及相关经办人员未受到有关部门的处罚，未

发生更换； 

10、公司本次发行未作盈利预测； 

11、公司及其董事长、总经理、主要股东没有发生重大的诉讼、仲裁和股权

纠纷，也不存在影响公司本次创业板非公开发行的潜在纠纷； 

12、没有发生大股东占用公司资金和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13、没有发生影响公司持续发展的法律、政策、市场等方面的重大变化； 

14、公司的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的独立性没有发生变化； 

15、公司主要财产、股权没有出现限制性障碍； 

16、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要求的事项； 

17、公司不存在其他影响本次创业板非公开发行和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综上所述，公司自领取本次发行核准批文之日至本专项说明出具日，未发生

其他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

知》（证监发行字[2002]15 号）、《关于已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

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 号）和《关于再

融资公司会后事项相关要求的通知》（发行监管函[2008]257 号）中所述的可能

影响本次创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及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应予披

露的事项。 

特此说明。 



 

 

 （此页无正文，为《福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创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

会后事项的专项说明》之签署页） 

 

 

 

 

法定代表人：                       

                陈  航           

 

 

 

 

福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8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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