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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05                          证券简称：恒锋信息                          公告编号：2020—048 

恒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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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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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锋信息 股票代码 30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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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文枝 冯秀军 

办公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上街镇乌龙江中大道

科技东路创新园 5 号楼 

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上街镇乌龙江中大道

科技东路创新园 5 号楼 

电话 0591-87733307 0591-87733307 

电子信箱 investor@i-hengfeng.com investor@i-hengfe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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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208,613.47 179,207,126.33 -8.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208,182.88 17,281,510.75 11.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4,888,616.59 17,265,122.50 -1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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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7,979,814.35 -127,580,778.08 23.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62 0.1047 10.9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57 0.1045 10.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0% 3.44%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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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706,515.36 884,589,682.66 3.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68,030,692.12 552,880,587.08 2.7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2,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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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晓曦 境内自然人 32.99% 54,536,246 40,902,184 质押 10,701,939 

欧霖杰 境内自然人 12.38% 20,457,800 15,343,350 质押 11,600,000 

魏晓婷 境内自然人 5.50% 9,089,373 0   

福建新一代信息

技术创业投资有

限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2% 4,987,815 0   

林健 境内自然人 2.05% 3,391,173 2,808,280 质押 1,485,000 

上海榕辉实业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4% 3,040,246 0   

廖伟俭 境内自然人 1.18% 1,955,000 0   

中国-比利时直

接股权投资基金 
国有法人 0.75% 1,237,464 0   

徐正 境内自然人 0.54% 900,000 0   

陈朝学 境内自然人 0.54% 888,925 666,69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股东魏晓曦与欧霖杰系夫妻关系、股东魏晓婷与魏晓曦系胞姐妹关系，除上述情况外公

司报告期内未收到前 10 名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告知函。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廖伟俭除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955,000 股外，还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0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955,000 股公司股份； 

股东徐正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 9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900,000 股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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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面对新冠疫情和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宏观经济环境波动的严峻挑战，公司在董事会的正确部署和全体

员工共同努力下，积极应对、调动资源、克服困难，二月份即实现复工复产，尽全力将疫情和宏观经济波动给公司带来的不

利影响降到最低。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从切实维护公司

利益和广大股东权益出发， 恪尽职守、积极有效地行使职权，严格执行股东大会各项决议，积极推进董事会各项决议实施，

踏实勤勉地开展各项工作，推动公司治理水平提升和公司经营管理优化，保障公司科学决策，推动各项业务有序开展，使公

司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 

报告期内，受疫情影响，公司部分项目推迟实施，共实现营业收入1.63亿元，比上年同期略有下降；同时公司积极推进

提质增效工作，共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20.8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15%。 

 截至2020年06月30日，公司总资产9.1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0.1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权益5.68亿元，比上年同期

增长11.81%。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取得以下方面的成绩:  

    1、推进自主创新，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 

研发创新是科技型企业永恒的核心竞争力，公司聚焦前沿科技，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新技术赋能智

慧民生、公共安全和城市服务领域，连续多年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同时公司发挥企业技术中心、专家服务基地和院校合作基

地优势，积极推动企业创新发展。 

目前，恒锋信息软件开发业务整体通过已经建立完善的基础技术平台、能力服务中台、应用平台体系进行统一规划和设

计。其中基础技术平台根据组件化、服务化、容器化设计思路，以轻量级容器加微服务为技术框架，集成标准化技术组件，

实现快速开发部署上线；能力服务中台为应用开发提供能力下沉服务支撑，针对行业共性提供智能服务能力，如人脸识别、

视频结构化、行为分析、边缘自适应计算等，以及数据服务能力，如数据治理、数据建模、数据可视化、物联网数据接入等；

应用平台面向客户提供定制化应用，覆盖政务、城管、公安、司法、应急、教育、旅游、健康养老等多个行业，软件开发技

术得到市场进一步认可，业内竞争力加强，研发、响应能力大幅提升。 

2、深耕数据中心建设，致力打造行业领先 

数据中心建设一直是恒锋信息核心业务之一，公司深耕数据中心建设二十余载，凭借雄厚实力连续八年入选中国机房工

程30强企业。随着“新基建”政策的不断推进，数据中心建设将步入快车道，公司也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3、完善业务布局，积极拓展海外业务 

恒锋信息目前已形成立足福建、布局全国的业务格局，在保持福建市场绝对优势的基础上持续开拓省外市场，积极推动

公司全国业务的纵向深入以及横向拓展，进一步完善业务布局，巩固品牌地位。同时公司积极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加

快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截止目前公司已访问过菲律宾、埃塞尔比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部分政府部门及

企业，并与菲律宾多个城市和特区达成了初步合作共识。 

4、构建智慧城市产业链生态圈，打造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引擎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持续进行产业链的垂直整合，围绕智慧城市、数字经济构建产业合作生态，联合上下游企业打通供应

链和产品链，共建智慧城市、数字城市。报告期内公司加大与大型央企、行业龙头企业的合作，同时积极挖掘产业链优势互

补的并购标的，致力打造上下游产业生态圈，增强公司核心技术，提升市场竞争力，扩大市场影响力。 

  5、引领智慧养老市场，抢占行业先机 

2013年公司基于养老市场的需求进入养老行业。公司旗下控股子公司微尚生活深耕智慧养老行业多年，构建了成熟的、

可复制的“智慧+养老”业务模式，自主研发了智慧养老信息管理系统、居家养老服务平台、居家安全照护系统等，并将智慧

养老产品应用于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众多场景，为老者提供安全照护、健康管理、生活照料、亲情关爱等线上线下服务，

目前已成功在两省，六地市，11县区落地，共设立运营了23个照料中心，61个服务站，政府购买服务对象达4.6万人，其中

六类老人约1.1万人,80周岁以上老人约2.7万人人，年服务78.5万人次，其中上门慰藉约1.65万次，实体服务约10.5万次，电话

关怀约55.6万次。未来随着老龄化人口的自然增加和公司服务区域的扩张，该项业务将成为公司业绩新的增长点。 

  6、创新企业激励体系，激发提质增效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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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营业绩持续提升的同时公司积极创新管理手段、激励体系，促进提质增效工作，改善营业收入结构，提升盈利能力。

同时，为了实现优秀人才“进的来、用得好、留得住”，公司充分调动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员工的积极性，提高工

作质量和效率，建立了科学合理有效的激励及培养体系。自2018年开始，公司持续性展开股权激励计划，有效地将股东、公

司和核心团队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使各方共同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 

  7、积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参与公益事业。 

2020年初疫情肆虐期间，公司第一时间向鼓楼区政府、高新区管委会和古田县医院捐赠一次性医用口罩6.6万只，价值

近30万元，为抗击新冠疫情防止疫情传播起到了积极正面的作用。公司积极响应国家脱贫攻坚战略，在福州市政府、鼓楼区

委区组织下把精准扶贫贯彻落实到位，坚持“扶智”“扶志”，全面激发内生动力。报告期内公司向甘肃省岷县职业中等专业学

校捐赠教学专业器械一批，助力贫困地区专业教育水平不断提高。2020年6月，公司董事长魏晓曦女士在福建省妇联及福建

省女企业家协会带领下赴宁夏开展了对口扶贫工作，向固原县所有监管场所各捐赠一套恒锋信息智慧监管信息化软件系统，

帮助监管行业提升信息化水平，提升公安监管场所的文明执法水平、提高安全保障能力、增强应急处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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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会〔2017〕 22 号），（简称“新收入

准则”），根据财政部要求，在境内外同时 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 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 

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 

本公司于2020年1月1日执行 新收入准则，对会计政策的相关内容进行调整。新收入准则要求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

调整首次执 行当年年初(即2020年1月1日)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在执行新收

入准则时，本公司仅对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计影响数进行调整。报表项目及金额详见“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五、

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44（3）2020年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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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