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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80                           证券简称：安硕信息                           公告编号：2020-065 

上海安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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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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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硕信息 股票代码 300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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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和忠 梁明俊 

办公地址 上海市杨浦区国泰路 11 号 2308 室 上海市杨浦区国泰路 11 号 2308 室 

电话 021-5513 7223 021-5513 7223 

电子信箱 ir@amarsoft.com ir@amarsof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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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65,720.94 239,484,759.38 -17.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478,496.26 7,702,207.81 -28.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466,963.44 6,910,964.42 -93.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2,452,923.60 -143,748,918.69 28.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99 0.0560 -2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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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99 0.0560 -28.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8% 1.75%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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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4,046,078.86 644,344,893.72 20.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16,314,684.55 448,004,941.09 -7.0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7,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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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安硕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41% 43,164,542 0 质押 12,000,000 

高勇 境内自然人 7.37% 10,132,650 7,599,487   

高鸣 境内自然人 7.02% 9,654,476 0   

翟涛 境内自然人 3.08% 4,238,882 3,179,161   

祝若川 境内自然人 1.98% 2,720,274 2,720,274   

侯小东 境内自然人 1.74% 2,395,378 1,796,533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50% 2,061,200    

谢俊元 境内自然人 0.90% 1,235,000    

杨俊武 境内自然人 0.58% 800,000    

李春云 境内自然人 0.51% 7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高鸣为高勇的胞兄；高鸣、高勇为兄弟关系，高鸣、高勇、翟涛、祝若川、侯小东均为

上海安硕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且担任其董事。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李春云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7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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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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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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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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经营情况 

2020年上半年，因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全国各地实施了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公司及客户复工复产延迟，部分人

员无法及时赶往项目现场工作导致部分项目实施、交付、验收等节奏推迟或放缓，这期间公司仍需承担薪酬支出、房租等成

本费用，从而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一定影响。在疫情期间，公司在确保员工健康安全的前提下，在当地政府指导下积极复工

复产，与客户保持良好沟通，通过项目组人员安排调整、开通远程办公等方式，项目复工复产工作取得一定成效，降低了疫

情对公司生产经营的一些影响。报告期内，公司合并报表实现营业收入19,666.57万元，同比下降17.88%；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547.85万元，同比下降28.87%。 

截止2020年6月30日，公司合并报表应收账款13,387.41万元，较期初8,085.67万元增长65.57%，主要系公司经营有明显

的季节性特征所致。客户主要为银行类金融机构，银行信息化建设的预算、立项、招标、采购和实施都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

银行客户对软件产品的验收和货款支付有较长的审核周期，第三、四季度尤其是年末两月通常是项目上线和回款的高峰期，

因此应收账款较期初增幅较大。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强现金流管理，将回款情况作为重要考核指标，通过销售人员持续努力，报告期内实现项目回款

16,643.90万元，同比增长16.60%；因为疫情期间社保公积金减免及缓缴政策并且差旅费用减少，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出较

上年同期有所下降，所以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10,245.29万元，较上年同期上涨28.73%。 

（二）报告期内人力资源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通过院校、网络等形式多渠道开展招聘，吸引优秀人才加入。2020年公司经营管理重要任务之一是

人力资源管理，明确科学管理人力资源是公司各级管理者的首要工作之一，希望通过人力资源管理，持续吸引、培养、激励

业务发展所需人才，搭建一支结构合理、富有活力、德才兼备的人才队伍，确保人力资源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同时加强对

全体员工的培训，搭建适合企业发展的培训体系，不仅有技术技能培训、还有项目管理能力、沟通能力、职业道德等培训。

针对不同岗位相应知识进行总结，形成一定基础培训课程。通过培训有效提高公司人力的综合能力水平和人才的市场竞争力。 

（三）报告期内研发投入 

公司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高度重视自主研发能力的提升，积极推进公司信息化水平与行业最新技术水平接轨，不

断强化核心竞争力。报告期内公司累计研发投入共4,876.50万元，较2019年上半年4,893.36万元基本持平。公司研发投入均已

直接费用化处理，计入当期利润表。 

（四）其他业务管理 

公司开展的一些其他业务（如部分子公司的主营业务、公司近些年新开展的数据服务等业务）；部分业务报告期内已经

实现盈利，部分业务仍处于投入阶段，虽然有收入，但是尚未实现收益。公司认真分析各项其他业务的经营特点，制定具体

经营方案和计划，制定预算目标和考核方案，确保其他业务的经营成果对公司整体经营成果不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2019

年公司成立了香港全资子公司，正积极寻找合适机会拓展海外市场。 

（五）其他 

2020年4月23日，经第四届董事会二次会议审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的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2019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137,44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

人民币1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13,744,000.00元（含税）。截止本报告期末，该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 

截止2019年年末，投资者诉安硕信息因信息披露违规行为致使其在证券交易中遭受经济损失的诉讼时效已经届满。因案

件在法院内部流转需要一段时间，部分投资者在诉讼时效届满前提起的诉讼案件在诉讼时效届满后送达公司。对于已经收到

但尚未判决的诉讼案件，公司参考前期已判决的同类诉讼案例的赔偿比例及实际赔付支出情况对公司未决诉讼的预计赔偿金

额进行合理估计并计提预计负债进入2019年度财务报告。公司和律师将继续共同努力，推动未决诉讼结案。 

综上，2020年上半年，公司业务受到疫情的不利影响，公司在确保员工健康安全的前提下，在政府的指导下陆续复工复

产，齐心协力将疫情对公司经营成果的不利影响降低到最低。2020年，公司将继续围绕主营业务方向，紧抓信息安全和产品

及项目质量，加强营销管理、研发管理和项目管理，努力提高项目效率，进一步提升主营业务经营成果。同时继续重点加强

人力资源管理，客观评价人力资源价值，合理考核和激励人才，优化组织架构，提升团队综合能力水平，保持并提升公司人

才长期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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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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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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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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作为境内上市企业，于

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

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

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祥见公司于2020年4月24日披露

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039）  

注1：对合并报表项目的影响 

合并报表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影响金额 2020年1月1日 

资产：    

应收账款 85,502,821.79 -4,646,106.44 80,856,715.35 

存货 141,076,853.34 50,235,482.15 191,312,335.49 

其他流动资产 3,384,371.86 712,170.25 4,096,542.11 

递延所得税资产 3,242,889.41 282,543.33 3,525,432.74 

负债：    

预收款项 47,158,540.31 -47,158,540.31  

合同负债   117,483,051.66 117,483,051.66 

应交税费 9,445,315.21 -2,690,279.60 6,755,035.61 

其他流动负债 1,917,759.39 2,548,153.14 4,465,912.53 

股东权益：    

盈余公积 27,420,483.73 -2,320,566.21 25,099,917.52 

未分配利润 139,789,952.19 -21,102,466.45 118,687,485.74 

少数股权权益 31,171,252.57 -175,262.94 30,995,989.63 

注2：对母公司报表项目的影响 

母公司报表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影响金额 2020年1月1日 

资产：     

应收账款 84,223,847.44 -4,451,551.81 79,772,295.63 

存货 135,878,037.00 47,043,267.29 182,921,304.29 

其他流动资产 2,877,993.42 712,170.25 3,590,163.67 

递延所得税资产 2,838,205.59 291,891.87 3,130,097.46 

负债：    

预收款项 40,664,419.83 -40,664,419.83  

合同负债   107,567,726.16 107,567,726.16 

应交税费 5,455,958.42 -2,641,502.99 2,814,455.43 

其他流动负债 1,634,194.11 2,539,636.33 4,173,830.44 

股东权益：     

盈余公积 27,420,483.73 -2,320,566.21 25,099,917.52 

未分配利润 163,859,553.64 -20,885,095.86 142,974,45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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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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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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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合并范围增加2家，分别为上海安硕软件有限公司和安硕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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