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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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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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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彦科技 股票代码 002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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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志飞 寇英步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 10 号院东区 7 号

楼（博彦科技大厦） 

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 10 号院东区 7 号

楼（博彦科技大厦） 

电话 010-62980335 010-62980335 

电子信箱 IR@beyondsoft.com IR@beyondsof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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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6,399,618.82 1,255,968,507.52 38.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9,535,758.52 77,506,203.61 41.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00,982,604.02 66,608,105.75 51.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808,005.85 -126,422,372.28 92.2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8 0.150 3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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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7 0.149 38.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5% 3.51% 上升了 0.84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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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9,355,028.63 3,349,597,945.55 16.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589,926,515.23 2,425,130,670.66 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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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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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斌 境内自然人 11.01% 57,741,816 43,306,362 质押 38,068,546 

马强 境内自然人 7.65% 40,159,210 30,119,407 质押 10,213,103 

张荣军 境内自然人 6.84% 35,860,983 26,895,737 质押 3,726,000 

GONG 

YAOBIN 
GEORGE 

境外自然人 3.64% 19,088,831    

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中

庚小盘价值股

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3.08% 16,166,475    

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中

庚价值领航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44% 7,540,100    

梁润升 境内自然人 1.06% 5,551,783    

广发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

发银行"薪满益

足"天天薪人民

币理财计划 

其他 0.71% 3,736,954    

孙慧正 境内自然人 0.70% 3,690,830    

吕强 境内自然人 0.62% 3,228,48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未知其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亦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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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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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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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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债券利率 

博彦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可转换公

司债券 

博彦转债 128057 2025 年 03 月 05 日 57,581.52 

第一年 0.5%、第二年 

0.8%、第三年 1.0%、第四

年 1.5%、第五年 1.8%、 

第六年 2.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33.32% 27.10% 增加了 6.22 个百分点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8.04 12.56 -3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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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面对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公司围绕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有序开展各项工作，实现稳健发展。 

1、聚焦主业、拓展新业务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39.09亿元，较年初增长16.7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25.90亿元，较年初同增长 

6.80%；营业收入17.36亿元，同比增长38.2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1.10亿元，同比增长41.33%。 

报告期，公司研判技术发展趋势，立足战略定位，在现有人才、技术基础上，结合市场需求进一步加大工业物联网、新

零售解决方案、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模块技术等领域的研发投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2、深耕本土、布局一路一带 

2019年上半年，公司梳理业务发展脉络，结合不同区域市场特点、不同业务线所处发展阶段，有针对性的调整了市场策

略，进一步优化加强了销售体系，优化服务品质，提高客户黏性。对于国内市场，公司优化传统业务结构，进一步完善销售

体系，拓宽销售通路；针对北美和日本等海外市场，公司在巩固已有业务优势的同时，紧跟市场需求，不断发掘与客户合作

的广度和深度。 

同时，公司紧跟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探索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沿线国家的市场空间，力争为公司产品及解决方

案打开国际市场。报告期内，公司成立了马来西亚子公司，进一步拓展东南亚市场，扩大公司服务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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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升能力、稳健发展 

公司经多年积累，业已拥有兼备人才、技术及全球化布局优势的高效交付团队。面对市场竞争、人力成本上升等复杂因

素，确保公司健康发展，公司于报告期筹划对数据治理、IT运维、园区运营、舆情、数据标注等业务进行软硬件升级，进一

步提升交付能力和交付质量。 

4、优化结构、助力发展 

公司可转债公司债券于2019年3月成功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5.64亿元。募集资金将用于施“数据治理及金融大数据解决

方案技术升级建设项目”和“园区运营、IT 运维、舆情、数据标注与审核大数据解决方案技术升级建设项目”等项目。可转债

的成功发行、募集资金项目的顺利实施将进一步帮助公司扩大业务规模、提升技术优势、强化研发能力，同时有效降低经营

风险、巩固行业地位，为公司长期、稳定、良性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5、加强治理、规范运作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确保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公司于2019年7月结合监管要求修

订了《公司章程》等制度文件。报告期，公司多次组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相关部门学习新法规、新政策，积极参

加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组织、深圳证券交易所组织的各项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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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

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

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

—金融工具列报》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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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企业

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

企业 2019 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

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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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2019年上半年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46家。与上年度相比，本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增加6家，具体详见《博彦

科技2019年半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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