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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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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远银海 股票代码 002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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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成文 游新 

办公地址 成都市三色路 163 号 成都市三色路 163 号 

电话 028-65516146 028-65516146 

电子信箱 yangchengwen@yinhai.com youxin@yinhai.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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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40,771,740.51 295,958,551.88 15.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1,913,186.07 43,449,318.46 42.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0,155,176.82 39,066,610.09 53.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9,533,175.89 -81,296,439.62 -83.9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 0.19 47.3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 0.19 47.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10% 5.34% 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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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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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5,005,049.62 1,956,721,003.04 -4.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38,224,034.74 1,019,445,996.67 1.8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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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久远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29% 58,961,760 0   

四川科学城锐锋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2.02% 26,968,240 0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险分红 

其他 5.63% 12,624,331 8,464,331   

李长明 
境内自然
人 

3.33% 7,475,000 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商领

先企业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2.71% 6,087,095 0   

李慧霞 
境内自然
人 

2.09% 4,680,000 3,510,000 质押 1,300,000 

王卒 
境内自然

人 
1.57% 3,517,800 2,827,500 质押 2,689,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汇添富

民营活力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47% 3,290,560 0   

广发证券资管－工
商银行－广发恒定
24 号久远银海定向

增发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1.42% 3,181,805 3,181,805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理事会转持二户 
国有法人 1.32% 2,956,97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久远集团、锐锋集团系中物院全资控股的公司，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除上
述关联关系外，公司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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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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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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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9年06月30日，公司资产总额为187,500.50万元，同比下降4.1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总额为103,822.40

万元，同比上升1.84%。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4,077.17万元，同比上升15.14％，主要是软件、运维服务收入稳

步增长；利润总额7,737.15万元，同比上升28.3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191.32万元，同比上升42.5%，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4,953.32万元，同比下降83.94%。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大市场拓展，合同订单增长较大；同时公司加强软件和运维生产过程控制，毛利率有所上升，

带动营业收入和净利润较上年同期较大增长。此外，报告期内募集资金理财产品也给公司业绩带来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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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将“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 重分类为“其他权益工具投

资” 

按财政部规定执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减少
1,500,000.00 元，“其他权益工具投

资”增加 1,500,000.00 元。 

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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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财政部规定执行 
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对本公司的资产总
额、负债总额、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

等无影响。 

公司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对原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中列示的， 依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规定，

分类调整至“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并且在“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中列示。 

 公司执行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颁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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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对本公司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等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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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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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连春华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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