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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31                           证券简称：银信科技                           公告编号：2020-045 

北京银信长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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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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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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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信科技 股票代码 30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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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静颖 易芳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35 号北京安华发展

大厦 8 层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35号北京安华发展大

厦 8 层 

电话 010-82629666 010-82629666 

电子信箱 public@trustfar.cn public@trustfar.cn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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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08,184,059.86 646,927,683.54 40.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7,461,660.68 71,648,221.17 22.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84,574,024.63 69,502,101.96 21.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60,647,199.09 -208,831,252.28 24.8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88 0.1675 2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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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88 0.1675 24.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92% 5.50%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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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5,466,689.29 2,514,983,302.77 -2.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65,822,797.64 1,240,544,300.16 2.0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6,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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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立雄 境内自然人 24.73% 109,315,520 81,986,640 质押 21,060,06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44% 10,803,390    

曾丹 境内自然人 1.39% 6,136,800    

吕强 境内自然人 1.27% 5,629,001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信

先行策略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1% 4,906,585    

乔明德 境内自然人 0.46% 2,050,341    

陈慰忠 境内自然人 0.45% 2,009,000    

于本宏 境内自然人 0.39% 1,705,46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城

量化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0% 1,331,524    

张文彬 境内自然人 0.25% 1,089,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除詹立雄先生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担任本公司董事长兼

总经理外，本公司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以及前十名无限售

股流通股股东和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

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1）公司股东乔明德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938,241 股外，还通

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12,1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050,341 股； 

（2）公司股东陈慰忠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440,000 股外，还通过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569,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009,000 股； 

（3）公司股东张文彬通过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 1,089,9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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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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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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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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主营业务稳步发展 

2020年上半年，公司克服新冠疫情影响，各项业务稳步发展，实现营业收入908,184,059.86元，比上一

年同期增长40.3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87,461,660.68元，比上一年同期增长22.07%；扣非后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84,574,024.63元，比上一年同期增长21.69%。 

报告期内，公司总客户数量达到1193家，其中新开拓客户达163家。1、新开拓客户行业分布：主要集

中在银行、信息技术服务业、商业、制造、保险、交通等六个行业，其中银行业52家，占新开拓客户数量

的32%。2、新开拓客户的业务类型分布：IT基础设施服务业务62家，比去年同期数据大幅度增长了24家；

系统集成服务业务45家，比去年同期数据增长10家。3、开拓客户的地域分布：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

山东、江苏、广东、福建等地市，其中北京22家，占全国新开拓客户数量的13%。 

（二）提高技术实力，提升服务质量 

新冠疫情给运维服务交付带来难度，但公司上下积极应对，为尽可能降低疫情对业务发展的影响，出

台新型肺炎疫情期间设备维护及应急预案，成立应急指挥中心，保证远程在线预防性监控，设置故障通报、

处理应急流程，指定专人对接指定客户，减少人员接触带来感染风险，全力做好客户信息系统的运维保障

工作。报告期内，顺利圆满地完成了客户运维服务工作，确保了客户系统的稳定运行，未发生一起重大责

任事故，获得客户较高的满意度。同时，加大工程师培训力度，特别是在国产化及开源产品方面，为公司

新业务方向储备技术资源。2020上半年，公司安排了巨衫数据库、深信服、华为、腾讯云、H3C等14个产

品及类别的培训工作，参加培训人员达600多人次。 

（三）完善体系建设，提高行业参与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加强公司运维体系建设，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顺利通过14000/18000/27001、CMMI

等体系年度审核。同时，公司加入工信部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工作委员会，将进一步为客户信息技术创新方

面提供有力保障，提高行业参与能力。报告期内，公司增加10项软件著作权，进一步提升公司品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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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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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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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