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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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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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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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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29636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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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思软件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300525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林宏

刘春贤

办公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海西高新科技产业园高新大 福建省福州市海西高新科技产业园高新大
道5号
道5号

传真

0591-87664003

0591-87664003

电话

0591-87664003

0591-87664003

电子信箱

bosssoft@bosssoft.com.cn

bosssoft@bosssoft.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为软件产品的开发、销售与服务，软件产品主要应用于财政信息化领域，并聚焦于财政票据、政府非税收
入及其延伸业务领域、财政财务领域和公共采购领域三大领域。
在财政票据、政府非税收入及其延伸业务领域，主要面向财政票据电子化管理、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政府非税收入管理
信息化及公共缴费服务领域，为财政票据用票单位、各级财政部门提供财政票据电子化管理及政府非税收入信息化管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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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软件产品和服务，在此基础上，结合互联网+政务的改革需要，通过公司自主研发的统一公共支付平台，实现与执收单位
业务系统、非税票据管理系统和银行中间业务系统的互联互通，为社会公众提供“业务开单、缴费、开票”的一站式网上业务
办理服务。此外，在原E缴通公共缴费网基础上升级研发福码通缴费云，以统一身份认证为基础，聚合多种支付能力，除政
务服务外拓展到更多如公共交通、旅游景点等公共服务领域，为各级政府实现“数字政府 一网通办”、“智慧城市 一码通行”
的数字城市建设。
在财政财务领域，主要是为政府客户提供财政核心业务一体化、财政大数据、财务内控及预算单位一体化和绩效管理相
关的软件产品和服务。
在公共采购领域，2018年通过并购行业内公司，公司将政府采购进一步扩大至公共采购，主要为参与政府采购、高校采
购、军队采购、国企采购等采购人、社会代理机构、供应商等相关主体提供采购信息化监管和电子交易平台建设并提供采购
的相关服务。
主要业务具体如下：
（1）软件开发与销售业务
①标准化软件业务
公司在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始终聚焦于与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相关的财政管理信息化领域，现已形成包括财政票据电子化
管理系统、财政电子票据管理系统、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系统及非税收入政策管理系统在内的全过程管理产品及与财政管理相
关的其他软件产品。另近年来，公司加强政府采购业务的投入，在政府采购领域，公司已经形成政府采购基础资源库、政府
采购诚信平台、政府采购监管平台、政府采购电子招投标平台、政府采购电子卖场平台、供应商服务平台等系列软件产品，
产品线完全覆盖了整个政府采购业务范围。除政府采购外，在高校采购、军队采购、国企采购等也有较全面的软件产品。
②定制软件业务
定制软件开发是根据不同用户的业务需求，以公司自有的标准化软件产品为主要构件，有针对性地为客户开发各种定制
软件，使系统更符合客户实际的业务需求。公司根据与客户签订的技术开发合同，组成专门的项目小组，对客户的业务流程、
运用环境特点等进行充分实地调查，并根据用户的个性化需求进行专门的软件设计与开发。
（2）技术服务
①运维服务主要是为客户提供标准化软件产品及定制软件产品的后续维护和技术支持，包括软件已有功能的质量维护、功能障碍的
消除、参数及配置修改及产品功能扩展、升级等服务。
②公共缴费服务
公司积极响应国务院发展互联网+政务服务精神，结合财政部推广非税电子化的行业政策，拓展出新一代互联网缴费产
品“通用缴款支撑服务”，该服务采用互联网聚合支付理念，充分运用现代互联网信息技术手段，全面支撑政府和行政事业单
位非税和非涉税行政服务网上缴费，争取发展成为各级政府和行政事业单位智慧政务信息化工程中的统一支付平台。
（3）硬件及耗材等销售
作为公司核心业务的补充，公司硬件及耗材等销售业务是向客户提供外购的软、硬件产品以满足客户的IT集成需求，提
升综合服务能力。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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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558,594,681.40

309,882,371.93

80.26%

171,251,296.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5,349,226.11

54,685,146.71

56.07%

38,301,620.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1,323,906.13

53,961,830.30

50.71%

36,060,538.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1,681,083.51

56,187,904.96

63.17%

32,997,092.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854

0.4459

53.71%

0.365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850

0.4436

54.42%

0.36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29%

12.13%

4.16%

12.08%

营业收入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

2016 年末

1,068,697,372.59

804,561,302.12

32.83%

480,442,114.57

609,759,056.90

481,275,603.05

26.70%

422,225,35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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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39,875,284.62

73,637,038.14

112,811,014.70

332,271,343.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744,812.39

-1,312,600.49

16,458,481.37

82,948,157.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599,125.65

-1,339,594.47

16,337,305.32

79,925,320.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7,079,017.95

-28,303,484.35

-12,078,187.41

199,141,773.22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7,814
普通股股东总
数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
7,823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0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陈航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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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32,174 质押

19.85%

25,732,174

福建省财政信
国有法人
息中心

7.75%

10,045,213

0

云南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云
南信托－汇享 1 其他
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5.75%

7,451,914

0

北京实地创业 境内非国有
投资有限公司 法人

3.54%

4,594,961

0

肖勇

境内自然人

3.44%

余双兴

境内自然人

郑升尉

境内自然人

数量
17,225,800

质押

4,594,961

冻结

4,594,961

4,463,559

4,463,559 质押

2,301,940

2.96%

3,840,854

3,840,854 质押

2,450,000

2.52%

3,270,791

3,270,791 质押

1,746,00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融通新能源
其他
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
金

2.48%

3,220,400

0

全国社会保障
基金理事会转 其他
持二户

2.37%

3,078,000

0

毛时敏

2.28%

2,954,851

境内自然人

2,216,138 质押

1,74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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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陈航与上述股东中肖勇、余双兴、郑升尉为一致行动人。
动的说明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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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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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在公司董事会领导下，各经营团队按照年初制定的经营目标，以行业政策变动为导向，以公司主营业务稳步发
展为前提，带领团队成员积极开拓业务，推动各项业务开展。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5,859.47万元，同比增长80.26%；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8,534.92万元，同比增长56.07%。报告期内，公司贯彻既定发展战略方针，努力落实经
营目标，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有：报告期内，在财政票据电子化及非税收入收缴电子化领域，公司保持行业领先地位，业务
规模持续扩张；在政府财政财务业务、智慧城市、公共采购等领域，经过前期的培育，2018年度市场有较大突破；此外，公
司并购合并报表范围增加以及前期收购的行业内公司如内蒙古金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与公司业务产生较好协同，收入规模
不断增大，综上导致以上财务指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较大增长。
回顾 2018年，公司在完成经营目标的同时，主要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持续业务拓展，收入增速明显
报告期内，凭借前期布局及政策东风，财政票据、政府非税收入收缴电子化业务蓬勃发展，2018年新拓展四川、天津、
山东、湖北、贵州、海南、宁波等省市的电子票据业务，非税收入收缴电子化和电子缴款业务也不断拓展到新的省份；智慧
城市业务继福州福码系统后，在莆田、泉州、齐齐哈尔、上饶等地也上线了相关产品；财政核心业务一体化取得重大突破，
成功中标天津市本级、陕西全省集中一体化系统；公共采购业务也取得重大进展，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加强自身能力和收购优
质企业并举的措施，全面启动公共采购布局，形成了满足政府、高校、国企、军队采购的完整的产品体系，并为财政部、国
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以及陕西、山东、北京、广东、福建等十余省提供服务。
从销售区域上看，原有的优势区域如福建、北京、黑龙江等收入持续增长；近两年开拓的地区如四川、陕西、贵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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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等经业务深耕，收入与去年相比呈大幅增长，另外，通过行业内并购与业务整合，内蒙古、吉林、广东等也带来较大收入。
（2）加强研发投入，提高创新实力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为8,656.22万元，占营业收入的15.50%，比去年同期增长77.91%。作为财政部财政票据管理系
统和非税收入管理系统的软件开发与服务企业，公司积极增加研发投入研究电子票据和收缴电子化产品，并结合“互联网+
政务”的政府治理需求，扩充互联网缴费、智慧城市领域产品的研发。同时在国家积极推进财政信息化系统化、各省市着眼
电子化采购变革的环境下，公司积极布局财政财务业务及公共采购业务，加大产品研发投入，扩充研发人员团队，提高创新
实力。
（3）收购同行业企业，扩大业务规模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为了早日实现成为全国领先的政府+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目标，除公司内生式增长外，外延式并购
也是重要途径之一。报告期内，公司围绕主营业务积极寻找并购标的，收购了广东瑞联、吉林金财、成都思必得、阳光公采
等多家同行业优质企业，上述收购不仅拓展了公司区域销售能力，而且极大丰富了公司的产品线，为实施公司发展战略，完
善公司市场布局，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创造了有力条件。
（4）策划再融资方案，助力公司发展
为了适应产业发展趋势，实现公司发展战略，报告期内，公司推出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拟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数
量不超过2,500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44,999.88万元，用于建设财政电子票据应用、政府采购平台、智慧城市电子缴款
平台、财政与公共服务大数据应用平台等项目，上述项目的实施有助于实现公司战略布局，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竞
争力。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5）完成董监高换届，健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报告期内，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监事会及公司高管任期届满，2018年7月2日，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按照法律规范和
章程规定选举产生了第三届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同日，公司董事会选举产生了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
核四个委员会成员以及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聘任了公司高管；第三届监事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监事会主席，顺利完成了董
监高的换届工作，健全完善了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6）加强人才建设，实现共同发展
公司始终把人才队伍建设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上市以来，公司不断引入中高端人才，加强研发和管理力量，进一步优
化升级了人力资源结构。报告期内，公司通过企业文化建设、加强人才培养和完善绩效激励机制进行人才建设。企业文化方
面，公司加强 “客户第一，利他思维，持续进取，同创共享”核心价值观的宣导，用共同的目标和一致的价值观提升员工的
认同感和使命感；人才培养方面，公司进一步完善了人才培养体系，以培养优秀人才、提升内部孵化能力为目的，开展了未
来合伙人培养计划；绩效激励方面，优化了绩效激励机制，通过更科学清晰的目标设置和薪酬、股权等激励策略来激发员工
动力。
（7）持续推出激励计划，共谋未来发展
为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核心团队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上市后，公司积极研究
股权激励策略，继2017年度公司推出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员工持股计划后，本报告期内，公司推出并实施了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向408名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594.306万股，授予日为2018年9月28日，每股授予价格为21.06元/股。公司通过逐步完
善激励制度，增强团队稳定性，不断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8）调整组织架构，适应业务布局
为适应公司业务的快速发展，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公司运营效率，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及持续盈利能力，报
告期内公司结合未来长远发展的规划，对公司现行的组织架构进行调整，使得调整后的组织架构更为有效支撑公司业务发展。
（9）实施利润分配，共享经营成果
为积极回报股东、优化公司股本结构，与所有股东分享公司发展的经营成果，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2.1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5,126,720.00元（含税），同时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
积每10股转增8股。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已于2018年5月25日实施完毕。
（10）注重信息披露质量，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共披露267个文件，确保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和公平。同时，
公司高度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为了加强公司与投资者的沟通交流，进一步加深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和认同，促进双方
之间建立长期、稳定的良性互动关系，报告期内，通过路演及投资者调研，共接待参与活动的投资者111人。公司董事长及
经营管理团队积极分享公司战略和业务，让市场各方对公司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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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软件开发与销售

186,919,800.31

135,600,389.00

72.54%

101.70%

80.11%

-8.69%

技术服务

322,520,758.57

214,917,659.61

66.64%

58.62%

62.08%

1.42%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按业务年度口径汇总的主营业务数据
□ 适用 √ 不适用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5,859.47万元，同比增长80.26%；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8,534.92万元，同
比增长56.07%。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有：报告期内，在财政票据电子化及非税收入收缴电子
化领域，公司保持行业领先地位，业务规模持续扩张；在政府财政财务业务、智慧城市、公共采购等领域，经过前期的培育，
2018年度市场有较大突破；此外，公司并购合并报表范围增加以及前期收购的行业内公司如内蒙古金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
与公司业务产生较好协同，收入规模不断增大，综上导致以上财务指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较大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成本为19,808.22万元，同比增长103.40%，主要原因：一是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规模增加导致营
业成本同比增长；二是报告期内，公司加大储备人才的投入，研发费用及人工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较多。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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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根据财政部2018年6月发布《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董事会
知》（财会〔2018〕15号），对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应调整，将原“应收票
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归并至“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将原“应收利息”、“应
收股利”及“其他应收款”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将原“固定资产”及“固定
资产清理”行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将原“工程物资”及“在建工程”行项目归并
至“在建工程”；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归并至“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将原“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及“其他应付款”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款”；
将原“长期应付款”及“专项应付款”行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利润表中“管理
费用”项目分拆“管理费用”和“研发费用”明细项目列报；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
目下增加“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列报；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新增“设定
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项目。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
项目名称和金额）
见下表

公司对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对2017年度的财务报表列报项目进行追溯调整具体如下：
2017.12.31/2017年度
调整前
调整后
变动额
107,955,135.97
107,955,135.97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07,955,135.97
-107,955,135.97
应收账款
316,273.98
-316,273.98
应收利息
4,793,812.17
5,110,086.15
316,273.98
其他应收款
143,469,575.12
143,469,575.12
固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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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应付账款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长期应付款
管理费用
研发费用

29,545,162.30
16,798,666.11
131,727,791.26
48,693,960.00
95,095,448.67
-

29,545,162.30
148,526,457.40
48,693,960.00
46,439,651.52
48,655,797.15

29,545,162.30
-29,545,162.30
-16,798,666.11
16,798,666.11
-48,655,797.15
48,655,79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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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序号

子公司

持股比例（%）
直接
100.00

合并范围变化情况

间接

1

吉林省金财科技有限公司

2

浙江美科科技有限公司

70.00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2018年9月起合并报表

3

北京博思财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51.00

4

北京博思赋能科技有限公司

31.00

5

广东瑞联科技有限公司

78.00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2018年11月起合并报表

6

成都思必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51.00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2018年11月起合并报表

7

北京阳光公采科技有限公司

51.00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2018年12月起合并报表
（仅合并资产负债表）

8

北京公采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00.00

本期投资新设，2018年10月起合并报表

9

安徽博思软件有限公司

100.00

本期投资新设，2018年9月起合并报表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2018年7月起合并报表
本期投资新设，2018年7月起合并报表
20.00 本期投资新设，2018年8月起合并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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