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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60                            证券简称：青鸟消防                         公告编号：2019-005 

北大青鸟环宇消防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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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无异议声明，董事全部出席审议本次半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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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鸟消防 股票代码 00296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卢文浩 -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7 号北大青鸟楼 - 

电话 010-62758875 - 

电子信箱 zhengquan@jbuf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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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6,597,438.65 717,335,175.63 29.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0,114,623.47 130,287,342.13 7.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145,690,347.65 128,399,316.86 1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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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1,009,430.95 -100,161,480.67 150.6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8 0.72 8.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8 0.72 8.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10% 10.78%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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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4,747,541.90 2,179,122,540.06 9.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16,840,311.81 1,470,148,698.77 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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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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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北大青鸟

环宇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1.02% 91,836,720 91,836,720   

蔡为民 境内自然人 18.23% 32,823,720 32,823,720   

陈文佳 境内自然人 13.61% 24,489,720 24,489,720   

曾德生 境内自然人 2.59% 4,657,680 4,657,680   

王  欣 境内自然人 2.27% 4,088,520 4,088,520   

杨  玮 境内自然人 1.81% 3,259,980 3,259,980   

辜竹竺 境内自然人 1.42% 2,557,260 2,557,260   

刘  青 境内自然人 1.17% 2,112,210 2,112,210   

孙广智 境内自然人 1.02% 1,836,720 1,836,720   

康亚臻 境内自然人 1.02% 1,836,720 1,836,72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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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青鸟环宇消防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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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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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秉承“高素质的团队、高质量的产品、高效率的工作及完善的售后服务”的经营理念，按照既定的发

展战略与经营目标，专注于消防报警产业，并在气体灭火、气体检测、电气火灾监控等相关领域持续发力，各项业务有序推

进，努力将青鸟消防发展成为专业的消防安全电子产品制造企业。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26,597,438.65元，同比增长29.17%，实现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0,114,623.47元，同

比增长7.54%。归属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45,690,347.65，同比增长13.47%；公司期末总资产

2,394,747,541.90元，较期初增长9.90%。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工作如下： 

（一）业务方面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情况，公司深入一线，保持和经销商的有效沟通，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积极调整营销策略，不断

推出新产品；和各类客户保持紧密战略合作，深入消防报警细分领域，进一步开拓市场。 

（二）生产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动生产的自动化，降本增效，提高生产质量及生产效率。面对迅速增长的市场需求，在多品类的

产品线情况下，公司生产中心通过精细化管理，保证供货的及时性。 

（三）研发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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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在新产品和新技术的研发方面进行了如下工作： 

1、消防二总线技术的升级与完善 

在原有的二总线技术基础上，不断优化，增强总线的带载能力和抗干扰能力。目前已经完成了声光，楼层显示器等多个

产品的二线制改造工作。 

2、加大对国外产品的研发力度，加快公司的国际化脚步 

集中研发力量开展符合美国UL标准的产品研发，在第一代UL标准火灾报警系统的基础上，不断扩展产品线的深度和广

度。 

3、无线通讯技术的应用 

近年来，Lora以及NB-IOT等新兴的无线通讯技术在消防领域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公司顺应技术发展的潮流，积

极开展了无线通讯技术的研究，在增强通讯距离，提高抗干扰性，集成无线通讯与消防云的远程服务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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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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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

简称“财会〔2019〕6号”）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财会〔2019〕6号的要求编制

财务报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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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按财会〔2019〕6号要求编制执行。 

公司根据财会〔2019〕6号有关规定，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以下主要变动： 

（1）资产负债表： 

资产负债表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两个项目；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

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两个项目； 

资产负债表新增“交易性金融资产”、“应收款项融资”、“债权投资”、“其他债权投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其他非

流动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等项目，减少“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项目”、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长期应付职工薪酬”等项目。 

（2）利润表： 

利润表新增“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号填列）”、“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等项目；将利润表原“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利润表新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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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 

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其

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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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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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反

映企业发行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的持有者投入资本的金额。该项目根据金融工具类科目的相关明细

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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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末，本公司以1,948.75万元认购北京中科知创电器有限公司的811.2万元注册资本，占其增资完成后的股权比例为

35%；2019年1月，公司以1,232.635万元的对价取得北京中科知创电器有限公司21%的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共持有其56%

股权，成为其控股股东。北京中科知创电器有限公司本期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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