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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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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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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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泛微网络 603039 泛微网络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金戈 周琳 

电话 021-68869298-8072 021-68869298-6109 

办公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联航路1188弄33

号 

上海市闵行区联航路1188弄33

号 

电子信箱 jinge@weaver.com.cn jolin.zhou@weave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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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8,438,077.82 1,926,331,832.96 16.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012,922,956.17 900,636,370.70 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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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09,237.82 30,450,908.72 -140.09 

营业收入 533,165,286.09 504,946,247.24 5.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0,307,345.96 49,193,686.35 2.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3,386,719.85 35,700,195.15 -6.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5.44 6.54 减少1.1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4 0.33 -27.2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4 0.33 -2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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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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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韦利东 境内自

然人 

33.11 70,285,555 0 质押 19,591,050 

韦锦坤 境内自

然人 

24.25 51,487,542 0 无 0 

张晋榆 境内自

然人 

5.11 10,841,356 0 质押 9,890,000 

李凤英 境内自

然人 

5.04 10,708,187 0 质押 3,816,000 

上海双创金磬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4.60 9,760,818 0 质押 4,263,140 

陈颖翱 境内自

然人 

2.54 5,382,860 0 无 0 

季学庆 境内自

然人 

2.03 4,317,754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1.67 3,548,027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其他 1.18 2,503,155 0 无 0 

上海集盖企业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其他 1.12 2,373,811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韦利东与其父亲韦锦坤共同签署了《投票权委托协

议》，韦锦坤将其所持有的泛微股份的投票权委托韦利东

进行管理。根据协议，韦锦坤与韦利东认定为一致行动人。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

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公司无优先股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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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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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报告期内公司业务经营情况回顾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以推动各类组织的“好用的 OA 软件”为公司核心使命,以“智能化、平

台化、全程电子化”为战略导向持续提升优化产品和各行业解决方案，同时进一步建设和布局市

场营销和服务网络；公司加强技术服务环节，维护、巩固和发展市场开拓的成果，积极主动的服

务和影响客户，完成项目成果交付，为增强公司发展动力，系统、稳定、深入地持续推进各项工

作。2020年 1-6月公司积极努力完成各项经济指标的计划目标，呈现稳步健康发展的态势。 

2020年 1-6月，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53,316.53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5.59%；实现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5,030.7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2.2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3,338.67万元，同比减少 6.48%；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1,220.92

万元，同比减少-140.09%；净资产收益率 5.44%，同比减少 1.10%；基本每股收益为 0.24 元，比

上年同期减少 27.27%；期末所有者权益总额为 103,990.39 万元，比年初增加 11,217.90万元。 

（二）报告期内公司业务经营管理发展情况 

1、进一步提升了公司总部和各区域服务机构的协同配合，确保公司战略的有效执行 

公司总部在战略引导、产品研发、方案设计、人员培训、推广宣传方面加大投入，对各区域

的营销服务机构形成更有利的支撑；同时在各区域机构积极执行公司总部的战略，拓展新的服务

网点，扩展服务团队，提升对客户本地化服务水平和服务深度，充分把握商机的基础上不断拓展

新的业务增长点，继续扩大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和品牌影响。 

2、公司在技术研发方面持续获得持续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完善发展系统的技术架构体系，坚持以组件、API 为核心的协同办公开



放技术平台，推进模块拆分及微服务化进程；智能体系持续升级优化，完善客服管理平台；深入

构建和支持国产化体系，适配多个国产化技术平台，支持国产操作系统、国产中间件、国产数据

库等项目部署，服务众多国产化客户，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持续提升客户满意度，通过 PAAS平台

进行应用扩展，提升云服务平台功能。 

报告期内，公司推出及完善了多项应用功能、解决方案和配置工具来增强公司在移动办公领

域的核心竞争力。在智能化的前端研发方面，进一步增加了小 e 智能门户的功能，涵盖了更多的

应用场景，极大地提升了系统在人员联络、任务分派、数据查询等方面的应用体验，并全面实现

了智能系统的快速部署和自定义配置。在平台化研发推进方面，系统提升了无代码化的构建平台，

支持通过导入和配置的方式快速构建应用和搭建流程，结合数据中心提供的图表元素，支持快速

构建报表，不仅支持 PC 和移动端的同步，且可通过云商店实现所构建应用的快速复用。此外，在

协同应用、移动端应用、数据中心等方面进行持续优化升级，对集团风控、合同管理、人事管理、

电子化采购、印控中心等影响组织管控的高频应用进行了深化和拓展。 

3、响应号召，报告期推出多项系统应用便利措施 

报告期内，公司为系统现有客户开发了应对企业员工健康情况上报的应用系统，帮助众多企

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实时、全面掌握企业员工、社区居民、学生等人员的健康数据、返工信息、

出行信息、地域信息；公司针对中小企业推出注册即免费使用的 eteams云办公平台，通过免费接

入泛微的 SAAS云平台，让用户在无需进行软硬件及维护人员投入的情况下，通过云端系统就能随

时完成日常工作中的信息传递及业务流转；公司为金华市搭建浙江省金华市“来金人员健康信息

管理系统（健康码）”，完成健康信息登记，并通过绿色通道扫码实现快速通关管理；公司通过结

合电子签章平台为各类组织提高安全、合法、高效的网上签约服务，解决了文件用章、传输难等

核心签署问题，包括为多家政府及企业组织提供了从大型签约仪式活动到日常运营办公过程中的

各项在线电子化签章服务。 

4、多层次的营销服务体系持续发展壮大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完善各市场区域的多层次营销服务体系。针对面向中大型组织系统移

动办公 OA 应用的 e-cology 产品，目前全国九大区域已建立超多 400个服务团队提供本地化的服

务，巩固及提升覆盖全国所有省区的 2小时服务圈。针对面向中小型组织标准化移动办公 OA应用

的 e-office产品，重点在一线城市发展合作伙伴和事业合伙人，成立按区域负责产品支持、销售

支持的专职团队。针对基于 SAAS云架构的移动办公云 OA-eteams产品，重点招募线上销售和区域

销售团队，打造强有力的营销网络体系。此外，针对全产品线着手发展代理合作伙伴，采用“不

押款、不压货”的全新合作模式，吸纳来自行业相关领域的合作单位，进一步拓展人力资源及商

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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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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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