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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38                           证券简称：奥飞数据                           公告编号：2020-073 

广东奥飞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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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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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飞数据 股票代码 300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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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宇亮 孙菁青 

办公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华景路 1 号南方通

信大厦 9 层东西侧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华景路 1 号南方通

信大厦 9 层东西侧 

电话 020-28630359 020-28630359 

电子信箱 heyl@ofidc.com sunjq@ofid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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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324,635.98 597,147,142.78 -36.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3,095,069.44 60,823,356.05 69.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49,516,624.40 49,893,542.04 -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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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2,351,452.44 30,459,283.07 433.0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2 0.30 7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2 0.30 7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04% 10.13%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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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8,319,595.13 1,629,769,482.44 44.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78,992,932.96 685,904,413.35 13.5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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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昊盟计

算机科技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6.46% 92,779,200 92,779,200 质押 35,513,000 

中国工商银行

－广发聚丰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2.76% 5,510,000 0   

冷勇燕 境内自然人 2.17% 4,335,180 0 质押 924,025 

深圳索菲亚投

资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1% 3,821,515 0   

何烈军 境内自然人 1.78% 3,549,600 2,662,200 质押 2,142,000 

唐巨良 境内自然人 1.37% 2,735,240 0 质押 985,628 

王贞 境内自然人 0.83% 1,660,000 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招

商核心优选股

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77% 1,535,760 0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

发新经济混合

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75% 1,500,036 0   

何宇亮 境外自然人 0.61% 1,224,000 918,000   

唐仲良 境外自然人 0.61% 1,224,000 918,000 质押 544,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股东唐巨良与唐仲良为兄弟关系。除此以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

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王贞通过浙商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660,000 股，实际合计

持有 1,66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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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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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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公司紧紧围绕既定的发展战略，积极推动年度经营计划的贯彻落实。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

37,632.46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36.98%（主要系2019年上半年系统集成业务3.27亿元全部完工确认收入，截至本报告期末，

存量系统集成业务还未完工交付，未结转收入所致）；实现营业利润为11,690.5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5.04%；实现利润总

额11,636.1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9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309.5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9.50%；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为19,109.0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6.21%（去除非经常性损益的经常性EBITDA为13,751.14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32.17%）；EBITDA利润率为50.78%，比上年同期增长31.52%（去除非经常性损益的经常性EBITDA利润率为

36.54%，比上年同期增长19.12%）；报告期内，基本每股收益为0.52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3.33%；实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16,235.15万元，同比增长433.01%（主要系系统集成业务及服务器代理转售业务两项业务产生的经营现金流量净额

影响所致）。截至2020年6月末，公司在广州、深圳、北京、海南、南宁等地拥有自建数据中心，自建数据中心可用机柜数量

超过9,600个，机房总使用面积已超过60,200平方米。 

公司净利润同比上升的主要原因是：（1）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和新业务，深入挖掘客户需求，2018年、2019年、2020年交

付和并购的自建数据中心业务逐步释放，随着上架率提升，自建数据中心业务收入、利润持续增长；（2）全资子公司奥维信

息参与设立的产业并购基金所投资企业紫晶存储首次公开发行的A股股票于2020年2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由

于自2019年1月1日起，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因此公司间接持有的紫晶存储股票带来的投资收益较大，报告期内公司测

算该部分投资收益约为5,242.25万元。该部分投资收益由紫晶存储二级市场价格决定，公司已对该部分波动的不确定性进行

了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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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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修订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并要求境内上市的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新收入会

计准则。2020年4月2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并审议通过《关于会计

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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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合并报表范围增加了广州奥融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金禾信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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