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北京必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北京必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度财务报表经信

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XYZH/2020BJSA20043号标

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会计师的审计意见是：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公司2019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9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现将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如下（均为合并数

据）： 

    一、主要财务指标  

2019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6,525.29万元，同比增加73.61%，实现利润总

额3,077.97万元，同比下降74.4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332.59

万元，同比下降29.59%。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2019年 2018 年 同比变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 0.46 -30.4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 0.41 -41.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74% 12.35% -4.6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72% 11.07% -5.35% 

二、2019年度总体经营成果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2018年 同比变动 重大变动说明 

营业收入 36,525.29 21,039.28 73.61% 

主要是卓立汉光 12 月业绩纳入

合并报表范围以及工业监测系统

业务增长所致。 

营业成本 25,398.26 10,488.90 142.14% 

主要是卓立汉光 12 月业绩纳入

合并报表范围以及工业监测系统

业务增长所致。 

税金及附加 126.05 167.54 -24.77% 
主要是缴纳增值税金额下降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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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费用 3,184.35 1,666.05 91.13% 

主要是卓立汉光 12 月业绩纳入

合并报表范围；摊销销售人员股

份支付费用；以及销售人员薪酬、

市场拓展费用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2,538.75 1,609.51 57.73% 

主要是卓立汉光 12 月业绩纳入

合并报表范围以及摊销管理人员

股份支付费用所致。 

研发费用 3,010.28 2,253.39 33.59% 

主要是卓立汉光 12 月业绩纳入

合并报表范围以及摊销研发人员

股份支付费用所致。 

财务费用 102.48 -234.84 143.64% 
主要是利用闲置资金购买银行大

额存单的利息收入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889.57 314.69 182.68% 主要是政府补贴收入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142.62 246.83 -42.22% 
主要是利用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

财产品的收益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175.49 150.00 17.00% 
主要是卓立汉光 12 月业绩纳入

合并报表范围所致。 

营业外支出 18.51 0.02 92444.28% 
主要是公益性捐赠支出增加所

致。 

所得税费用 -251.26 637.02 -139.44% 
主要是卓立汉光 12 月业绩纳入

合并报表范围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

润 

3,332.59 4,733.44 -29.59% 

主要是摊销股份支付费用以及卓

立汉光 12 月业绩纳入合并报表

范围所致。 

三、2019年末财务状况 

1、资产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2018 年 同比变动 重大变动说明 

货币资金 26,189.70 11,887.58 120.31% 
主要是公司加强应收账款管理以及卓

立汉光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所致。 

应收票据 820.86 1,137.30 -27.82% 
主要是本期取得以票据结算的销售款

减少所致。 

应收账款 23,133.18 14,901.97 55.24% 
主要是业务增长以及卓立汉光纳入合

并报表范围所致。 

预付款项 3,314.99 3,052.05 8.62% 
主要是卓立汉光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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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应收

款 
1,264.56 550.65 129.65% 

主要是卓立汉光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所

致。 

存货 18,214.72 3,609.89 404.58% 
主要是公司增加销售备货以及卓立汉

光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所致。 

其他流动

资产 
2,833.48 5,439.25 -47.91% 

主要是本期期末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

减少所致。 

固定资产 19,416.38 4,183.11 364.16% 
主要是募投项目完工结转固定资产以

及卓立汉光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所致。 

在建工程 10.27 2,554.91 -99.60% 
主要是募投项目完工结转固定资产所

致。 

无形资产 7,880.76 688.47 1044.68% 
主要是卓立汉光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所

致。 

商誉 36,157.99   主要是并购卓立汉光所致。 

长期待摊

费用 
2,801.19   主要是改扩建必创生产办公楼所致。 

递延所得

税资产 
747.36 204.05 266.27% 

主要是卓立汉光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所

致。 

其他非流

动资产 
19.85 2,466.06 -99.20% 主要是募投项目完工所致。 

资产合计 142,805.28 50,675.29 181.80% 
主要是公司业务增长以及卓立汉光纳

入合并报表范围所致。 

2、负债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2018 年 同比变动 重大变动说明 

短 期 借

款 
6,454.84 5,972.96 8.07% 主要是银行贷款增加所致。 

应 付 票

据 
112.24   

主要是卓立汉光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所

致。 

应 付 账

款 
8,445.97 1,778.76 374.82% 

主要是卓立汉光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所

致。 

预 收 款

项 
11,449.81 680.04 1583.70% 

主要是卓立汉光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所

致。 

应 付 职

工薪酬 
1,659.13 542.42 205.88% 

主要是卓立汉光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所

致。 

应 交 税

费 
1,719.67 1,337.63 28.56% 

主要是卓立汉光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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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应

付款 
22,333.41 312.64 7043.49% 

主要是公司进行员工股权激励以及卓

立汉光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所致。 

应 付 债

券 
2,780.41   

主要是并购卓立汉光所致。 

 

递 延 收

益 
261.30   

主要是卓立汉光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所

致。 

递 延 所

得 税 负

债 

1,916.54   主要是并购卓立汉光所致。 

负 债 总

计 
57,138.15 10,628.48 437.59% 

主要是公司进行员工股权激励以及卓

立汉光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所致。 

四、2019年度现金流量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2018 年 同比变动 重大变动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818.36 919.52 532.76% 

主要是公司加强应收账款

管理以及卓立汉光纳入合

并报表范围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785.54 4,664.59 88.35% 

主要是并购卓立汉光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47.73 -612.64 10.60% 

主要是公司进行员工股权

激励以及卓立汉光纳入合

并报表范围所致。 

                                      

  北京必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