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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50                           证券简称：世纪瑞尔                           公告编号：2020-036 

北京世纪瑞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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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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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瑞尔 股票代码 30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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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江滨 黄海燕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 22 号上地科技

综合楼 B 座九、十层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 22 号上地科技

综合楼 B 座九、十层 

电话 010-62970877 010-62970877 

电子信箱 ireal@c-real.com.cn ireal@c-real.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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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060,979.09 231,234,016.46 -18.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285,157.48 -11,283,113.39 -106.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4,622,041.62 -12,264,798.56 -100.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4,264,913.29 -126,134,078.58 25.2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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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2 -1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5% -0.57%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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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9,169,086.46 2,384,692,197.67 -5.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62,870,489.16 2,044,666,251.94 -4.0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8,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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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俊杰 境内自然人 15.37% 89,949,488 67,462,116   

王铁 境内自然人 12.23% 71,534,273 0   

山东铁路发展基

金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88% 57,799,421 0   

上海君丰银泰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39% 19,852,064 6,295,537   

深圳市君丰创富

信息技术中心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9% 13,409,820 4,252,557   

杭州兴利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7% 8,609,200 0   

朱陆虎 境内自然人 0.69% 4,063,702 3,047,776   

李丰 境内自然人 0.59% 3,440,000 0   

尉剑刚 境内自然人 0.59% 3,440,000 2,580,000   

张诺愚 境内自然人 0.59% 3,44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牛俊杰、王铁是一致行动人。（2）公司股东中上海君

丰银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君丰创富信息技术中心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朱陆虎、深圳市君丰华益新兴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张伟、王锋构成持股 5%

以上的一致行动人。（3）公司未知前 10 名股东中的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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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半年度，公司紧紧围绕企业发展战略及2020年经营目标，在董事会的领导下，通过公司管理层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

在国内经济新常态发展的背景下，抓住行业发展的机遇，公司在积极拓展铁路业务的同时，进一步加大城市轨道交通乘客信

息系统产品、水利产品、以及铁路综合运维服务等其他业务的发展力度。公司根据铁路市场变化趋势及客户的需求制定销售

策略，对市场和行业技术发展情况进行深入调研，合理安排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工作，制定详细的订单执行计划，顺利的

执行并完成了相关重点项目。同时，根据公司长期发展规划，继续跟踪、发掘、研究新产品，积极拓展新的业务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89,060,979.09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8.24%；实现营业利润-24,654,300.73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79.19%；利润总额为-24,813,030.05元，较去年同期下降93.71%；2020年半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为-23,285,157.48元，较上年

同期下降106.37%。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94,264,913.29元。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2,259,169,086.46元，较年初

减少5.26%；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1,962,870,489.16元，较期初减少4.00%。报告期内，受新冠疫情

影响公司收入减少，导致净利润下降。2020年公司积极拓展铁路综合运维服务业务以及铁路及地铁轨道交通乘客资讯系统产

品和通信系统产品的研发、生产，将对公司业务发展及业绩带来积极影响。 

公司2020年完成的重点工作总结如下：  

1、公司主营业务之一是铁路行车安全监控产品，该产品具有功能复杂、技术难度高的特点，因此，公司拥有一支实力雄厚

的研发团队。随着公司铁路行车安全监控产品逐步超过保修期，公司通过收购易维迅后，通过资源整合，全面切入铁路综合

运维服务业务领域；通过收购北海通信，通过协同及资源整合，公司将进入铁路及地铁轨道交通乘客资讯系统及通信系统产

品供应业务领域，公司为拓展新的业务领域，成立湖北瑞水润宇科技有限公司专注水利产品的研发与销售。为了更好的拓展

业务，公司建立了一支高素质、能力突出的销售团队，除此之外，公司为铁路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建立一支工程服务团队。

2020年针对公司行车安全监控系统升级产品的销售和推广、维持并延展铁路综合运维服务、开拓城市轨道交通乘客信息系统

新市场，公司相应加强相关销售人员的培训，提高铁路客户对本公司产品的了解水平，并且加大对客户培训力度，提高铁路

及城市轨道交通领域客户维护和使用行车安全监控产品、城市轨道交通乘客信息系统的技术水平。 

2、为满足公司规模成长的需要，公司针对销售、采购、物流的供应链流程以及财务核算流程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与修订，建

立起规范化、信息化的管理后台。2020年公司进行了包括财务会计管理、采购管理、生产管理、存货管理、成本管理、销售

管理等业务流程在内的改革，有利于准确、及时地反映各项经营管理活动的结果，从而为内部控制管理、决策提供有用的信

息。 

3、2020年公司继续加强产品质量管控。产品质量是公司业务发展的关键环节，质量依靠的是科学设计和科学管理。产品实

现过程的每个环节都离不开科学规范的管理，从销售需求到研发、从研发到生产、从生产到项目实施，质量管理体系为各个

环节提出了目标、提供了科学管理的流程保证。报告期内，公司质量管理的主要工作就是改进工作流程，监督流程的运行情

况，通过流程来协调各个业务环节，实现质量管理目标。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提高原材料质量、生产定型水平和测试水平等方式提高了产品质量。公司在加强供应商管理的同时，加

大原材料与委托外加工产品的检测力度，提升了原材料的质量。报告期内，公司对产品组装、在线检测、系统测试、包装入

库等各个环节进行了工作流程的梳理，完善了产品定型定款工作，不断提高产品工艺质量指标，逐渐形成标准化的生产模板，

为大批量生产打下基础。 

4、公司在积极拓展铁路业务的同时，进一步加大通信运营商、水利产品等其他业务的发展力度，营业收入实现增长。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瑞尔软件、北海通信，控股子公司瑞祺皓迪、易维迅、瑞水润宇开展的相应业务都进展顺利。 

5、加大研发力度，公司及各子公司都积极研发新产品，适应市场需求，并拓展新的市场，母公司报告期完成CR-NIVMV40：

575标准CRCC测试、SVAC摄像机接入研发、防灾互连互通网关软件开发、防灾拍照系统问题分析、地铁系统标准编制、安

检集中管理平台分析设计、视频系统安全解决方案分析等；全资子公司北海通信是国内最早从事数字通信和多媒体自动广播

设备生产研究的高新技术企业，是中国铁路专业通信和城市轨道交通领域的龙头企业，报告期该子公司研发项目有车载PIS

系统中常用核心关键设备---千兆二、三层交换机的设计选型工作、触摸型控制盒104T的升级、无线点播小区接收设备、语

音合成和双网口设备；全资子公司易维迅主要研发项目有易维迅运维指挥中心V3.0、易维迅列车运维管理平台研发项目、易

维迅运维监控平台V1.0、铁路自助实名制核验设备研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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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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 2017 年 7 月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新收入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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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合并报表范围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发生变更，公司原控子公司北京瑞祺皓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12月因

增资扩股及出售股权导致公司失去对其控制权，不再对其进行合并报表。 

 

 

 

 

 

 

 北京世纪瑞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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