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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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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阐述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应对措施，敬请查阅本

报告第四节“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3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5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6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7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及板块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 
宝兰德 688058 无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易存道 郭星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六街17号6314室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六街17号

6314室 

电话 010-65936966 010-65936966 

电子信箱 besinvestors@bessystem.com besinvestors@bessystem.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935,466,875.49 961,813,672.98 -2.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923,480,014.54 939,325,075.33 -1.69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908,422.92 8,519,826.84 -30.65 

营业收入 32,249,111.98 48,868,363.46 -34.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154,939.21 17,207,789.88 -75.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769,805.13 17,188,566.37 -116.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44 9.74 减少9.3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0 0.57 -82.4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0 0.57 -82.46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

入的比例（%） 
52.76 31.74 增加21.02个百分点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01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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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转融通

借出股份的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 数量 限售股份数

量 

易存道 境内自然人 35.97 14,388,000 14,388,000 14,388,000 无 0 

张东晖 境内自然人 9.90 3,960,000 3,960,000 3,960,000 无 0 

北 京 易 东

兴 股 权 投

资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8.18 3,270,000 3,270,000 3,270,000 无 0 

赵艳兴 境内自然人 7.20 2,880,000 2,880,000 2,880,000 无 0 

珠 海 时 间

创 业 投 资

合 伙 企 业

（ 有 限 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30 1,320,000 1,320,000 1,320,000 无 0 

王茜 境内自然人 3.23 1,290,000 1,290,000 1,290,000 无 0 

赵雪 境内自然人 2.58 1,032,000 1,032,000 1,032,000 无 0 

史晓丽 境内自然人 2.25 900,000 900,000 900,000 无 0 

陈选良 境内自然人 1.50 600,000 600,000 600,000 无 0 

东 兴 证 券

投 资 有 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25 500,000 500,000 500,00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股东易存道与股东易东兴的有限合伙人易存之系兄弟关系，

与易东兴有限合伙人范立新之配偶易小蕾系兄妹关系，易存之

和范立新均持有易东兴 1.84%的出资份额。 

2、股东赵艳兴系易东兴的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赵艳

兴持有易东兴 46.92%的出资份额。 

3、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

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6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7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 年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 3,224.91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34.01%；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5.49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75.85%，主要原因为：与上年同期相比，服务、

产品合同签约额呈增长趋势，但由于部分产品合同因项目执行延期导致收入确认滞后，从而导致

本期营业收入下降；同时，报告期内，因销售和研发人员增加导致费用增加，使得报告期内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减少。 

2020 年上半年，公司围绕发展战略重点做了以下工作： 

（一）积极开拓产品市场，全面布局政府行业 

2020 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对整体国民经济乃至公司经营都是极具挑战性的事件。公司克

服诸多困难，为了实现公司在政府行业的销售目标，公司积极组织人员以多种方式与各地政府相

关人员积极沟通、多层次地进行产品及服务的技术交流、宣讲，积极布局政府行业市场，力争抓

住信息技术应用在政府市场的发展机遇。 

（二）加强研发投入，保持公司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技术是公司立足之本。通过持续的研究人员和资金的投入和对产品技术的不断改进和创新，

产品功能和技术水平得到提高和完善。公司在 2020 年上半年继续加大在研发的投入，和上年相比，

公司在研发投入增长了 21.02 个百分点，以确保公司产品的核心竞争力。预计在 2020 年下半年，

研发的投入将继续呈增长状态。 

（三）充实销售队伍，优化销售结构，为发展市场夯实人员队伍基础 

2020 年上半年，公司加大销售团队的建设：公司不断扩充和优化电信行业现有的销售团队；

在政府行业、金融行业建立了一支新的销售团队，力争抓住信息技术应用在政府和金融行业的发

展机遇。同时，公司也继续扩充售前售后的工程师团队，为 2020 年后半年的市场发展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四）不断提升管理能力，提高经营效率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不断加强管理能力提升，优化内部管理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加强工

程师技能培训，提升个人技术能力，优化团队组合，提升人均效率；全方位抓细节落实，提升管

理能力，提高经营效率。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根据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

一的收入确认模型；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识别合同所

包含的各单项履约义务并在履行时分别确认收入；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

更明确的指引；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本次会计政策

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变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

大影响。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