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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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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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变更为大华会计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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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085,219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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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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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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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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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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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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费云，以统一身份认证为基础，提供了“实名”、“实人”、“实证”能力，
聚合多种支付能力，除政务服务外拓展到更多如公共交通、文旅景点、校园教育、社区管理等公共服务领域，为各级政府实
现“数字政府 一网通办”、“智慧城市 一码通行”的数字城市建设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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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升单位的采购性价比为使命，为参与政府采购、高校采购和国企采购等采购人提供交易、信息和
服务一体化综合管理平台，并为供应商提供智能化营销工具、仓储及物流信息和金融科技等增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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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Saa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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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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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支撑公共缴费服
务。随着客户业务发展需要及SaaS技术的进一步运用，公司积极创新，将部分产品SaaS化，既有利于满足客户需求降低成本，
也有利于公司缩减产品实施周期并取得持续性收入，公司三大业务领域均已有SaaS服务，2019年公司SaaS服务较多运用于公
共缴费服务及公共采购领域的电子交易服务，后续公司将根据客户需要及业务发展情况，扩大及推广更多领域的SaaS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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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19 年

2018 年

营业收入

898,768,211.80

558,594,681.40

60.90%

309,882,371.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6,833,899.34

85,349,226.11

25.17%

54,685,146.71

99,022,802.26

81,323,906.13

21.76%

53,961,830.30

114,937,171.25

91,681,083.51

25.37%

56,187,904.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470

0.4569

19.72%

0.445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338

0.4567

16.88%

0.44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08%

16.29%

-2.21%

12.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资产总额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1,809,451,674.47

1,068,697,372.59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69.31%

2017 年

2017 年末
804,561,302.12

2

福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15,505,317.13

609,759,056.90

99.34%

481,275,603.05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82,106,032.82

137,273,409.32

172,280,053.94

507,108,715.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383,056.20

203,401.94

27,363,430.79

102,650,122.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664,788.49

-849,092.45

25,138,841.51

99,397,841.69

-115,802,529.02

-55,507,653.27

5,178,631.01

281,068,722.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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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17
普通股股东总
数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
214,085,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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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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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自然人

18.04%

38,598,261

28,948,694 质押

林芝腾讯科技 境内非国有
有限公司
法人

8.51%

18,211,201

18,211,201

福建省电子信
息（集团）有限 国有法人
责任公司

7.04%

15,067,819

0

肖勇

境内自然人

2.94%

6,295,338

5,021,503 质押

3,452,910

余双兴

境内自然人

2.54%

5,441,281

4,320,960 质押

928,700

郑升尉

境内自然人

2.29%

4,906,187

3,679,640 质押

1,869,000

毛时敏

境内自然人

1.86%

3,982,277

3,324,207 质押

1,450,000

叶章明

境内自然人

1.79%

3,828,501

3,133,801 质押

244,600

林初可

境内自然人

1.45%

3,099,957

2,624,967 质押

956,000

北京实地创业 境内非国有
投资有限公司 法人

1.32%

2,822,441

0 冻结

2,822,441

12,630,200

实际控制人陈航及其一致行动人肖勇、余双兴、郑升尉、叶章明、林初可于 2015 年 12 月 2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日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于 2019 年 7 月 25 日到期，经各方协商，决定不再续签一致行动
动的说明
协议，解除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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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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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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战略规划及年度经营计划，积极推进各项工作。2019年度公司营业收入为89,876.82万元，较2018
年度增长60.90%；营业利润为14,185.16万元，较2018年度增长34.05%；利润总额为14,178.56万元，较2018年度增长34.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683.39万元，较2018年度增长25.17%。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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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财政票据、政府非税收入及其延伸业务领域公司继续保持领先优势。财政电子票据方面，在不断拓展新区域的同时，
推动已上线票据系统省份的深度应用，并加强在医疗、教育、交通、公安等行业深度应用挖掘。其中，随着医疗收费电子票
据管理改革的全面推行，公司凭借前期的战略布局、技术储备以及多年的行业经验，抢占先机，研发的医疗电子票据系统目
前已经在百余家三级医院上线推广使用，树立了多个行业标杆案例，取得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在非税电子缴款方面，公
司业务已经在20余个省市得到深入应用，在公安、教育、民政、市政等重点行业缴费领域，打造了“开单、缴费、开票”的业
务闭环。智慧城市业务报告期内不断升级，依托“通缴云+公共支付+一码通行”生态创新体系为莆田、泉州、漳州、赣州、齐
齐哈尔、丹东等地的智慧城市、数字政府、智慧社区、智慧交通提供服务。
在财政财务业务领域，经过两年的发展突破，相关产品不断完善并在行业内形成较强的竞争优势。其中承建的陕西财政
云一期涉及的财政核算系统在陕西全省推广，打造“云服务”模式下的政府财务新模式，树立了行业标杆，并促使公司顺利取
得二期推广项目。此外财务内控系统也在多个国家部委、地市完成交付并验收，业务推广迅速。
在公共采购业务领域，经过近三年的发展，公司不仅形成了满足政府、高校从采购监管、电子招投标、电子商城到诚信
管理、信息发布等完整的产品体系，并为财政部、国务院事务管理局以及陕西、山东、北京、广东、福建、内蒙、甘肃等十
余省、多家高校、企业提供服务。
（2）持续研发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为13,200.70万元，占营业收入的14.69%，比去年同期增长52.50%。公司作为行业领先厂商，
持续研究行业发展动向，积极关注产业政策，加大研发投入，补充研发队伍，优化人才结构，以技术研发实力形成公司长期
发展原动力，同时促进云技术、财政大数据、区块链技术在电子票据、政府采购及智慧城市的落地应用，持续提升和完善核
心技术、平台、产品和综合解决方案能力。
（3）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完善考核体系
公司上市以来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已由上市前600余人发展至近3000人。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及管理力度成为公司重要工
作之一。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加强员工培训和深化绩效考核进行人才队伍建设，2019年通过构建集团知识库、互动社区、课
程直播等方式，实施全员线上学习，不断提升员工业务水平；绩效考核方面，公司不断完善绩效考核体系，设置科学的考核
指标。
（4）完成非公开发行，夯实战略布局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约4.36亿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公司核心业务领域项目的建
设，将有助于公司加快实现战略布局，进一步提升公司竞争力；同时，本次发行对象林芝腾讯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并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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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致行动人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发挥各自领域的资源优势，在电子票据、
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支付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加强合作。
（5）优化业务版块，加强资源整合
公司上市以来，通过内生发展和外部积极并购优秀资源的方式，不断扩大规模、拓宽业务领域，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截至2019年底，公司直接控制的控股子公司25家，参股公司5家。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各子公司的业务协同、资源整合
和区域布局，充分挖掘协同效应，全面整合公司及子公司范围内的业务资源，专业人才和技术资源，实现有效管理，高效运
营，促进公司内部多业务板块融合、提高公司整体效率。
（6）加强内部控制，强化运营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年度经营计划及经营情况对组织架构和管理职能进行了调整，同时加强对下属公司信息披露、人事、
财务、合规性经营等方面的管理，并组织定期培训、检查、交流；此外公司持续推进ERP信息化建设，促进业务流程高效运
转、财务核算精细，提升管理信息化水平。
（7）注重信息披露质量，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
公司高度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持续健全完善投资者沟通机制。公司充分利用福建省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接待
日、深交所互动易、投资者热线电话等方式做好投资者日常接待工作，加深投资者对公司的理解和认同，维护公司与投资者
的长期、良好、稳定的关系，进一步提升了公司在资本市场的优质品牌形象。同时，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确保信息披露的及时、真实、准确和完整。
（8）重视股东投资回报，共享经营成果
基于公司2018年的经营成果与财务状况，综合考虑公司未来发展需要，公司于2019年4月9日召开了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同意以2018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129,636,000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2.0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25,927,200.00元（含税），同时向全体股东以资
本公积每10股转增5股。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已于2019年5月31日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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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软件开发与销售

248,038,685.03

188,271,601.73

75.90%

32.70%

38.84%

3.36%

技术服务

571,314,390.58

373,383,155.51

65.36%

77.14%

73.73%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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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9年度营业收入为89,876.82万元，较2018年度增长60.9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683.39万元，较
2018年度增长25.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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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财政电子票据领域，公司保持
行业领先优势，不断拓展新区域，目前公司已获得全国20多个省级订单，并在多个省份深度推广应用，此外公司已在多个省
份推进电子票据在医疗、教育等行业场景应用；在财政财务领域，随着行业标杆项目落地，业务区域进一步拓展；在公共采
购领域，经过前期布局，政府采购、高校采购等发展速度有所加快。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成本为31,925.40万元，同比增长61.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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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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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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采用新的财务报表格式
财政部于2019年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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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关于修订印
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拆分部分资产负债表
项目和调整利润表项目等。公司已经根据新的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财务报表的列报项目因此发生变更的，
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的相关规定，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
对可比期间的财务报表列报项目及金额的影响如下：
列报项目

列报变更前金额

影响金额

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07,335,822.36
207,335,822.36

应付账款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列报变更后金额
207,335,822.36

-207,335,822.36
50,340,903.84

50,340,903.84

备注

50,340,903.84

-50,340,903.84

②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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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并要求境内上市的企业自2019
年1月1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于2019年1月1日之前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公
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进行衔接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公司未调整可比
期间信息。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2019年1月1日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
收益。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累计影响金额
2019年1月1日
小计
分类和
金融资产
计量影响
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
递延所得税资产
未分配利润
少数股东权益

207,335,822.36
10,672,240.81
9,250,209.75
260,089,499.04
62,362,678.24

减值影响
（注）
-10,340,890.91
4,204,697.48
716,258.90
-4,704,165.87
-715,768.66

-10,340,890.91
4,204,697.48
716,258.90
-4,704,165.87
-715,768.66

196,994,931.45
14,876,938.29
9,966,468.65
255,385,333.17
61,646,909.58

注：上表仅呈列受影响的财务报表项目，不受影响的财务报表项目不包括在内。
③公司自2019年6月10日起执行财政部2019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自2019年6月17日
起执行财政部2019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并根据准则的
规定对于2019年1月1日至准则实施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和债务重组进行调整。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对报告期内财务
报表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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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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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子公司
北京博思广通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合并范围变化情况
55.00 本期投资新设，2019年6月起合并报表

2

福建博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51.00 本期投资新设，2019年6月起合并报表

3

天津博思公司科技发展有限

90.00 本期投资新设，2019年6月起合并报表

4

青海欣财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5

福建博思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60.00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2019年7月起合并报表
100.00 本期投资新设，2019年8月起合并报表

6

福建博思智慧信息产业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本期投资新设，2019年8月起合并报表

7

博思数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0.00 本期投资新设，2019年11月起合并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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