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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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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622,2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5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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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榕基软件 股票代码 002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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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孝雄 陈略 

办公地址 福州市鼓楼区铜盘路福州软件园产业基地 福州市鼓楼区铜盘路福州软件园产业基地 

电话 0591-83517761 0591-87303569 

电子信箱 wanxiaoxiong@rongji.com chenlve@rongji.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一直专注于行业应用软件研发、系统集成和运维服务，为党政、海关、能源、司法、环保等行业提供信息系统全生

命周期、全方位的专业服务。公司是海西软件产业的龙头企业，是国内电子政务和协同管理细分领域的领先服务厂商，为金

关工程、天平工程、金环工程、司法行政、智能电网等提供核心技术与服务，是国内通用电子政务和协同管理细分领域最具

竞争力、拥有最多实用化客户的厂商之一。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推进软件“行业化、产品化、服务化”经营战略，依托长期积累的品牌、团队、产品、技术等综

合优势，积极进行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积极培育和拓展信创工程、大数据、物联网等

新技术、新业务，为实现公司经营业绩的持续稳健增长提供了有效支撑。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被评为“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公司与全资子公司福建榕基软件工程有限公司继续获得“国家规划

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及“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省级龙头企业” 称号；公司入选“2020年中国创新软件企业100强”、“2020

政务大数据创新排行榜”；福建榕基软件工程有限公司获评2020年度福建省数字经济领域“瞪羚”创新企业、获福建省级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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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研发机构认定；榕基软件全资子公司上海榕基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入选“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名单”、上海市及上海市松江

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名录。 

1、电子政务领域 

报告期内，在电子政务领域，公司持续保持较高的研发投入，积极进行安全可靠、大数据等新技术研究以及电子政务行

业应用的研发，在信创工程、互联网+政务、互联网+党建、司法行政以及大数据、物联网等领域获得近30项自主知识产权的

软件产品和解决方案，在全国各地积极推广应用，提升了公司在电子政务领域的竞争优势。 

（1）信创工程 

公司将发展自主可控信创业务作为企业核心战略，专注于发展党政协同办公、电子公文、数字档案、社会信用、社会治

理和公共服务以及司法、海关、环保等优势行业领域信创业务，是国内信创产业细分领域应用软件开发和系统集成服务的先

行者和领导者之一。 

公司拥有信创工程先发优势，2011年即通过参与国家核高基项目开展自主可控相关技术预研工作，多次作为党政协同办

公应用领域开发商代表参与国家自主可控技术演进、办公文档互操作等信创专题技术研讨会，积极参与信创联盟工作组标准

编写以及应用指南、典型案例修订工作。2014年成立福建省中间件软件技术重点实验室，启动榕基自主可控技术创新工程项

目，建立了完善的自主可控技术创新研发适配测试平台。2018年承建了五个国家第二批信创电子公文试点项目，是承担福建

省内最多国家试点项目建设任务的服务商。 

公司坚持技术创新和应用创新，通过实施企业自主可控技术创新工程，围绕自主可控信创产业发展战略，以平台化、组

件化、智能化为方向，构建完善的信创技术架构体系，专注于研发自主可控共性关键技术、信创工程行业应用产品及解决方

案。公司已重构研发形成40多项自主知识产权信创产品，包括非结构化数据服务、分布式全文检索、工作流平台、基础支撑

平台、迁移适配服务平台等中间件，党政综合办公系统、电子公文系统、数字档案管理系统、督查督办管理系统、司法综合

管理信息平台等应用软件，以及网络隐患扫描系统信息安全产品等。报告期内，榕基自主可控技术创新工程项目荣获“福建

省科技进步奖（企业创新）二等奖”。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完成微服务化版本统一开发平台、移动应用基础支撑平台、内容管理系统、智能表单平台和多租户

应用管理平台等10多项信创中间件产品。公司发布了新一代微服务版本党政机关协同办公平台、移动办公平台、数字档案全

文信息管理系统、数字档案馆馆藏资源管理系统，为党政机关提供先进安全、便捷高效的信创协同办公解决方案，为基于信

创平台环境的党政机关办公提供全业务、全场景、一体化、智能化支撑服务。公司参与制订《福建省党政机关电子公文归档

一体化管理技术规范》地方标准，有利于推进和规范电子公文在线归档、电子档案全流程管理以及电子公文全生命周期安全

有效管理，推动“文档一体化”建设和电子档案单套制落地。公司自主知识产权信创产品与所有信创工程基础软硬件目录产

品完成适配和兼容性互认证测试，与鲲鹏云等主要国产信创云计算平台完成适配验证工作，覆盖整个信创核心产品生态体系。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完善信创工程全生命周期过程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信创工程系统集成服务能力，形成了多种典型

场景应用的信创工程解决方案和建设模式，发布了灵活智能的系统迁移工具，建立了标准化的系统集成服务规范。公司积极

布局全国信创业务，进一步加强福建、北京、上海、浙江、河南、湖北、宁夏等区域信创工程服务支撑体系建设，加入了福

建、河南等地鲲鹏生态联盟，持续提升区域本地化信创工程集成适配服务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中标福建、浙江、北京、湖北、河南、宁夏等地数十个信创工程项目，继续巩固和提升公司在福建、浙

江等区域党政机关协同办公、电子公文、数字档案、综合集成等信创工程细分领域的竞争优势地位。 

强化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是构建国家高质量新发展格局的基础，已成为国家重要战略部

署，国家从体制、人才、财税、市场、资本等多方面推动科技产业的发展，自主可控信创产业需求将进一步释放，产业链将

进一步完善，市场竞争将进一步规范有序，信创产业将持续稳定快速发展。报告期内，国内党政机关信创业务已全面启动，

2021年党政信创市场将进一步深入发展，重要行业信创市场也将逐步铺开，公司将依托信创领域的先发优势、行业经验优势、

产品技术优势和本地化服务优势，紧抓国家自主可控信创产业战略发展机遇，全面推进公司信创业务持续健康发展。 

（2）互联网+政务 

公司坚持技术创新，采用大数据、云计算、工作流、智能交互等新技术，积极打造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和“互联网+

政务服务”一体化解决方案，在福建、北京、上海、浙江、河南、湖北等地成功推广应用，公司将加大市场开拓力度，依托

全国营销服务网络，积极拓展互联网+政务服务区域市场。5G+智慧政务将助力打通政务内部的数据收集和存储，打造统一安

全的政务云平台、数据资源整合和大数据平台、一体化网上政务服务平台，实现互联网和政务服务深度融合，推动政务服务

的高效执行。随着5G的推广落地，将有助于5G+智慧政务的快速发展，为公司业务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3）金关工程 

公司拥有丰富的智慧海关信息化服务和建设经验，对海关所属检验检疫业务深耕二十多年，是“金关工程”的领先服务

厂商。智慧海关是涉及智慧风控、智慧监管、智慧办公、智慧口岸、智慧物流、智慧供应链、大数据应用、贸易安全等领域

的智能技术信息化建设体系。 

自1999年开始，公司为原国家检验检疫系统提供政务系统网络建设服务，是原国检中国电子检验检疫主干系统（e-CIQ

主干系统）唯一承建商。2018年海关总署制定了《全国通关一体化关检业务全面融合框架方案》，明确了海关、原国检申报

系统及数据合并整合。公司响应国家政策，围绕海关总署参与关检融合的相关工作，积极参与新一代海关信息化系统的建设

和技术支持服务项目，协助海关总署进一步推进关检融合信息系统建设工作。2020年成功实施海关总署H2018系统中的“出

证拟证”业务子系统、海关总署智慧卫生检疫系统业务融合及升级优化采购项目，在服务关检业务融合领域迈上新的高度。 

公司在口岸防控信息系统承建上具有丰富的建设及服务经验。公司于2016年开始承建口岸卫检智慧防线系统。2017年8

月，该系统成功在中老两国唯一的国家级一类口岸磨憨口岸上线应用，2018年起该系统作为云南省出入境人员卫生检疫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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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一管理平台进行推广应用，截至2019年底，昆明关区9个隶属海关的14个作业现场已全部安装检疫查验一体化智能闸道，

实现了相关口岸业务的规范统一管理，并在云南各口岸应对登革热、基孔肯亚热、MERS中发挥了重大作用。2020年4月，承

建昆明海关口岸卫检智慧通道项目，满足海关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的迫切需求，以扎牢境外输入防控“第一道防线”。该项目

的顺利建设，对公司继续拓展口岸商务卫生防疫等政府项目空间具有典型示范意义。 

2021年，我们将积极参与基础支撑平台的建设，该平台系海关“十四五”规划信息化建设重要基石，也是建设智慧海关

的重要系统；将持续参与新一代海关信息化系统建设等相关工作。基于对海关信息化、外贸行业的深刻理解和持续耕耘，结

合行业发展前景、国家发展规划及企业能力优势，持续为海关输出榕基智慧，包括核心业务系统架构设计、人工智能、大数

据分析、物联网等核心领域的建设，加强与海关在建系统的合作，创新业务模式改革探索，完善海关信息化协同生态建设，

助力提升公众服务能力和水平，推动业务智慧化升级，敏捷国门安全应急响应能力，以高品质、高水准的智慧方案服务于海

关。 

（4）互联网+党建 

坚持服务初心，献礼建党百年。榕基公司自主研发的“智慧党建一体化平台”结合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一

代技术，提供服务、教育、管理、监督、宣传、展示的六大阵地功能，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将党建工作高效融入到党员的日常生活中，为基层党组织提供了全新的工作形式，适应企事

业、机关、高校、社区、县区等多种场合。PC+公众号+小程序+大屏的多端适配，实现党务工作各环节全贯通，为进一步服

务党组织建设，提高工作效能提供良好服务。同时，为了更好的服务于党员党性教育，公司同步研发VR+智慧党建教育平台，

通过虚拟现实技术手段，展示VR党建主题教育应用场景，实现了沉浸式党性教育体验，开创党员教育新阵地。 

（5）法院行业 

法院行业“天平工程”是国家电子政务建设的重要组成，打造智慧法院，强化保障体系，提升应用成效，为优化营商环

境、推进人民法院各项事业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深入研究智慧法院和人民法院信息化3.0版建设需求，采用微服务架构、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

能等新技术同审判执行工作深度融合，对智慧审判、智慧执行、智慧服务、智慧管理相关应用软件系统进行全面重构升级，

进一步提升了公司在法院行业的竞争力。公司成功中标福建、河南、宁夏等地法院系统新版法标审判业务系统、司法大数据

分析、减刑假释、电子卷宗、移动办公办案等项目，为进一步拓展全国法院行业市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20年1月，公司承建的福建智慧法院智能化审判辅助服务系统之2015版法标审判业务系统通过数字福建专家小组的验

收，项目进入运维期。 

2020年3月，公司承建的福建法院繁简分流和速裁办案平台上线运行，有效的缓解了人民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实现“由

随机分案向按类分案，由均衡办案向专业办案，由统一考核向分类考核”的三个转变 。 

2020年3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为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减少人民群众的奔波诉累，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协同腾讯打通福建移动微法院审判业务在线诉讼，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福建移动微法院平台基于微

信载体，以小程序形式为人民群众提供网上立案、网上查询、网上庭审、网上阅卷等服务。 

2020年5月，公司承建的最高人民法院重点研发项目“立案风险智能拦截系统”上线，并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评测。该

系统识别和建立案件风险库，并将自动识别的立案风险向法官预警，为法官立案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2020年6月，公司作为智慧法院领域牵头单位，成功中标工信部“2020年协同攻关和体验推广中心项目”融合应用软件

（智慧海洋、智慧警务、智慧法院、轨道交通）技术攻关科研项目。 

2020年11月，厦门法院司法审判大数据平台改造项目通过终验，健全全市法院数据采、存、管、通、用，最大化数据价

值，实现数据从资源到资产的转变，达到数据的可信、可用、可靠和可控。 

2020年12月，公司中标福建法院民法典实施配套各业务系统升级改造项目，基于该项目建设，民法典新理念、新原则、

新概念、新条款将通过各业务系统贯彻到审判执行工作各环节。 

2021年，我们将持续推进企业智慧法院产品和解决方案研发与创新，尽责实施项目建设，有效服务国家司法体制改革及

法治建设进程。 

（6）金环工程 

公司是“金环工程”的重要合作伙伴，自主研发了榕基环境监测管理信息系统、榕基污染监控管理信息系统、榕基生态

保护管理信息系统、榕基核安全与辐射管理信息系统、榕基环境应急管理信息系统等软件产品；公司参与了中国沙尘暴监测

全国网（涉及北方14个省89个城市）、中国环境监测总站113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数据传输和实时发布系统项目（涉及全国31

个省站）、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项目、“2+26”城市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数据采集与传输项目、核安全管理局核安全与辐射

管理信息系统开发以及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土壤环境监测采样管理系统等多个环保信息化建设项目，高科技环保研发成果在国

家环保领域焕发强大的生命力，造福全社会。2021年3月公司中标信阳市生态环境局环境空气质量监控信息中心建设项目。 

公司承建的武夷山国家公园森林生态监测平台（软件开发服务类）项目，目前正在试运行，运行效果良好。该项目运用

智能化技术，实现了对公园“天地空”、全天候监测管理，提升了生态保护能力。 

（7）司法行政行业 

近年来，司法部大力推进全国智慧司法的信息化建设工作，并于2018年制定大系统共治、大数据慧治、大平台共享、大

服务惠民的建设理念的《数字法治智慧司法信息化建设指导意见》，督促全国各级省、市、县级司法厅正机关加快司法行政

信息化建设。因此，市场规模得到快速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大司法行政行业信息化解决方案研发投入，围绕一大统筹、四大职能，以《数字法治智慧司法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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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化建设指导意见》为纲，整合全省（市）法治建设数据资源，构建依法治省/市、智慧矫正、智慧监狱、跨部门办案、执

法监督、法律公共服务、综合服务保障、应急指挥、大数据分析研判九类业务应用，形成“全口径归集数据、全业务协同运

行、立体式评价效能、全数字支撑决策、全方位提供服务”的数字法治 、智慧司法的整体信息化解决方案，为省（市）域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法治保障提供支撑。 

报告期内，公司司法行政行业业务保持稳健增长，依据新法、新规完成河南省智慧矫正平台升级，承建河南多个县/市/

区智慧矫正平台，为河南省智慧矫正体系提供持续服务；为河南省29万执法人员提供执法证件考试、执法证件管理服务，为

河南省司法法治领域的信息化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2、大数据平台 

随着中国信息化政策环境、经济环境的日益成熟，企业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迫切愿望将加大信息化

需求，中小企业信息化市场将迅速成长并将带动各类行业应用软件市场的快速增长，为公司协同管理软件平台、公共信用信

息平台等成熟产品提供巨大的潜在市场。 

近年来，社会信用体系行业蓬勃发展。2019年，公司入选首批河南省综合信用服务机构试点单位，全面参与河南省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先后承建了河南省新乡市发改委“新乡市市县一体化联合奖惩系统”、驻马店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升级改造项

目、许昌市公共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升级改造项目、鄢陵县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建设项目、泌阳县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建设项目、

西平县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建设项目和遂平县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建设项目。 

公司承建的河南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是河南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基础性工程，通过平台的建设，助力河南省建成“一

体化”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体系。截至目前，该平台汇聚河南省全省各级政务部门公共信用信息，并纵向联通“国家公共信用

信息平台“，信用信息归集量超过65亿条，初步完成210多万家企业、1.4万多个政府机关、8万多个事业单位和7万多个社会

组织的信用综合评价；已建成企业投资担保分析、多维查询、信用画像、基因图谱、信用监测地图、信用预警、企业公共信

用评价和大数据可视化等大数据应用，支持对不同行业企业和个人进行信用监测和预警，支持对企业进行信用综合评级，精

确反应企业信用状况，为实施精准聚焦、重点监控和协同监管提供支撑；直接嵌入省直部门行政审批、全部地市政务服务、

公共资源交易等90余个平台系统，在行政审批、市场准入、政府采购、招投标、公务员录用、评先评优等多领域进行应用，

让执行更高效、监管更智慧、奖惩更精准。累计核查2000万次，反馈案例近1.6万个，让“守信者一路绿灯、失信者处处受

限”。 

在大数据支撑“信易贷”方面，以河南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为枢纽，以依法共享为原则，建立“信易贷”专用数据服务，

为中小企业、金融机构、政府部门提供信用评级、风险防控等服务，累计向各地各部门及金融服务机构共享数据近12亿条，

信用核查近1亿次，帮助银行实现信用授信2400多亿，发放信用贷款670亿元，有力支撑了全省“信易贷”工作。2020年全国

信用观摩中，帮助河南省荣获第2名优秀成绩。 

公司承建的河南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是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为支撑，数据资源中心、专业应用系统组成的

国内一流的互联网开放平台。该平台为全省五十多万家中小企业提供统一的14类专业应用服务，主要包括网上企业政务服务

大厅、投融资服务、市场开拓服务、创业辅导服务、人力资源与培训服务、技术创新服务、信息化服务等内容。依托平台，

公司联合河南省相关管理部门，实现上述两个平台的互联互通，建立完善全省中小企业的信用档案和评价体系，为全省五十

多万家中小企业搭建全方位、全链条的融资服务平台，通过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的信息化手段，实现数据层面的

全方位“银企对接”，让金融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更好的服务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 

3、物联网 

亿榕信息系国网信息通信产业集团下属国有控股企业，公司持股40.7%。亿榕信息紧跟国家新基建、碳中和、碳达峰等

发展战略，结合大数据、云计算、数字化、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应用，支撑各专业领域业务应用智能化升级与新业务的快

速构建，为国网总部、各省市公司及其直属产业公司等近3000家单位提供专业信息化服务。 

控股子公司容大物联网以电力行业为主要目标客户，持续推进物联网应用技术的研发及在电力行业信息化建设领域的持

续拓展。 

参股子公司福水智联技术有限公司，由福州市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福州开发区国有资产营运有限公司等投资方共同

出资成立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专注于水治理数字化、网络化、可视化、智能化解决方案的服务。福水智联与华为、三大运营

商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NB-IoT窄带物联网和大数据应用为载体，构建综合性的智慧水务大数据云平台，为水行业以及

整个城市提供包括用智慧计量、智慧用水管理、管网监控、管网GIS系统、水资源监测、水质监测、城市内涝监测在内的水

务整体运营解决方案，致力成为物联网领军企业。 

控股子公司星榕基以物联网领域为方向，运营业务为主业的公司，积极拓展发展物联网、中小企业信息化、党建信息化、

行业信息化四大业务。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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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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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730,475,517.25 727,322,833.38 0.43% 812,488,365.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598,630.03 49,816,021.80 -0.44% 33,287,713.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920,322.09 618,405.60 3,282.95% -1,482,717.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2,224,578.63 108,243,966.33 -33.28% 26,395,263.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97 0.0801 -0.50% 0.053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97 0.0801 -0.50% 0.05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7% 3.32% -0.15% 2.31%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2,886,763,316.10 2,758,681,945.09 4.64% 2,525,819,358.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81,336,369.85 1,537,547,113.10 2.85% 1,455,404,522.7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78,016,294.60 175,093,677.59 163,413,038.70 313,952,506.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898,297.65 19,164,310.56 14,475,452.15 23,857,164.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092,471.41 10,013,581.15 4,887,090.39 20,112,121.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057,446.41 66,321,086.96 40,040,133.70 19,920,804.3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65,99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71,725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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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峰 境内自然人 19.53% 121,500,740 96,761,805 质押 38,400,000 

侯伟 境内自然人 5.17% 32,197,766 32,173,324   

磐厚动量（上

海）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磐厚

动量－汇鑫 1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2% 10,700,000 0   

福建榕基软件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6% 7,856,200 0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6 

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期员工

持股计划 

上海般胜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般胜进取 2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1% 7,515,000 0   

赵坚 境内自然人 1.10% 6,850,000 5,137,500   

陈明平 境内自然人 0.87% 5,396,146 4,047,109   

胡燕英 境内自然人 0.64% 4,004,700 0   

周立滨 境内自然人 0.59% 3,640,700 0   

鲁波 境内自然人 0.48% 2,994,16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鲁波为鲁峰之胞兄。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

计划与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一致行动人。除上述情况外，其他

前十名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磐厚动量（上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磐厚动量－汇鑫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参与融资

融券，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0,700,000 股；上海般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般胜进取 2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参与融资融券，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7,515,000 股；胡燕英参与融资融券，

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4,004,700 股；周立滨参与融资融券，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3,640,700 股。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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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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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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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福州创华电气自

动化系统有限公

司 

1,734,245.99 5,281,094.02 26.48% 100.00% 437.25% 1,734,245.99% 

北京中榕基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39,733,773.42 13,772,352.54 91.54% 391.46% 295.90% 31.44% 

福建榕基软件工

程有限公司 
267,180,423.50 15,742,546.86 18.39% 35.05% -28.90% -5.99% 

福建亿榕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227,295,979.93 8,352,593.25 31.55% -30.34% 647.08% -2.20%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①新收入准则 

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本公司经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次会议决议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该准则，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 

本集团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的控制权时，确认收入。在满足一定条件时，本集团

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履约义务，否则，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履约义务。合同中包含两项或多项履约义务的，本集团在合同

开始日，按照各单项履约义务所承诺商品或服务的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按照分摊至各

单项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计量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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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团依据新收入准则有关特定事项或交易的具体规定调整了相关会计政策。例如：合同成本、质量保证、主要责任人

和代理人的区分、附有销售退回条款的销售、额外购买选择权、知识产权许可、回购安排、预收款项、无需退回的初始费的

处理等。  

本集团已向客户转让商品而有权收取对价的权利，且该权利取决于时间流逝之外的其他因素作为合同资产列示。本集团

已收或应收客户对价而应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义务作为合同负债列示。 

本集团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本集团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未对比

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本集团仅对在2020年1月1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本集团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

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单位：元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2020年1月1日） 

因执行新收入准则，本集团将与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相关、

不满足无条件收款权的收取对价的权利计入合同资产；将与

基建建设、部分制造与安装业务及提供劳务相关、不满足无

条件收款权的已完工未结算、长期应收款计入合同资产和其

他非流动资产；将与基建建设、部分制造与安装业务相关的

已结算未完工、销售商品及与提供劳务相关的预收款项重分

类至合同负债。 

应收账款 -23,056,370.97 

合同资产 8,355,411.02 

其他非流动资产 14,700,959.95 

预收款项 -163,640,989.43 

合同负债 154,637,948.86 

其他流动负债 9,003,040.57 

 

与原收入准则相比，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度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如下： 

单位：元 

受影响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影响金额（2020年12月31日） 

应收账款 -26,342,899.59 

合同资产 8,566,251.22 

其他非流动资产 17,776,648.37 

预收款项 -150,464,343.29 

合同负债 142,494,386.44 

其他流动负债 7,969,956.85 

 

②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 

财政部于2019年12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财会〔2019〕21号）（以下简称“解释第13号”)。 

解释第13号修订了构成业务的三个要素，细化了业务的判断条件，对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购买方在判断取得的经营

活动或资产的组合是否构成一项业务时，引入了“集中度测试”的方法。 

解释第13号明确了企业的关联方包括企业所属企业集团的其他共同成员单位（包括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合营企业或联营

企业，以及对企业实施共同控制的投资方的企业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等。 

解释13号自2020年1月1日起实施，本集团采用未来适用法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进行会计处理。 

采用解释第13号未对本集团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关联方披露产生重大影响。 

③财政部于2020年6月发布了《关于印发<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财会[2020]10号），可

对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根据该会计处理规定选择采用简化方法。 

本集团对于自2020年1月1日起发生的租赁的相关租金减让，采用了该会计处理规定中的简化方法（参见附注三、26、（3）），

在减免期间或在达成减让协议等解除并放弃相关权利义务时，将相关租金减让计入损益。上述简化方法对本期利润的影响金

额为192,350.56元。 

本集团对2020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租金减让不适用上述简化处理方法。 

（二）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无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三）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  目 2019.12.31 2020.01.01 调整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364,482,457.37 364,482,457.37  

交易性金融资产 320,820,000.00 320,8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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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10,367,217.87 10,367,217.87  

应收账款 176,705,675.62 153,649,304.65 -23,056,370.97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13,728,731.03 13,728,731.03  

其他应收款 48,013,203.35 48,013,203.35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9,605,000.00 9,605,000.00  

存货 917,363,784.29 917,363,784.29  

合同资产  8,355,411.02 8,355,411.02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60,402,163.70 60,402,163.70  

流动资产合计 1,911,883,233.23 1,897,182,273.28 -14,700,959.95 

非流动资产：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设定受益计划净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117,527,819.80 117,527,819.8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95,906,363.50 95,906,363.5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75,814,987.47 75,814,987.47  

固定资产 21,666,791.10 21,666,791.10  

在建工程 326,713,347.82 326,713,347.82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169,936,434.19 169,936,434.19  

开发支出 12,798,193.41 12,798,193.41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3,449,561.86 3,449,561.86  

递延所得税资产 22,757,653.08 22,757,653.08  

其他非流动资产 227,559.63 14,928,519.58 14,700,959.95 

非流动资产合计 846,798,711.86 861,499,671.81 14,700,959.95 

资产总计 2,758,681,945.09 2,758,681,945.09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501,557,343.75 501,557,343.75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55,490,588.10 55,490,588.10  

应付账款 219,055,618.78 219,055,618.78  

预收款项 164,196,135.11 555,145.68 -163,640,989.43 

合同负债  154,637,948.86 154,637,948.86 

应付职工薪酬 22,797,684.07 22,797,684.07  

应交税费 14,193,325.48 14,193,325.48  

其他应付款 135,893,708.19 135,893,708.19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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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流动负债 16,291,464.35 25,294,504.92 9,003,040.57 

流动负债合计 1,129,475,867.83 1,129,475,867.83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77,042,789.83 77,042,789.83  

递延所得税负债 4,050,636.35 4,050,636.35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81,093,426.18 81,093,426.18  

负债合计 1,210,569,294.01 1,210,569,294.01  

股东权益：    

股本 622,200,000.00 622,2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369,358,612.29 369,358,612.29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45,952,224.52 45,952,224.52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71,463,402.20 71,463,402.20  

未分配利润 428,572,874.09 428,572,874.0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537,547,113.10 1,537,547,113.10  

少数股东权益 10,565,537.98 10,565,537.98  

股东权益合计 1,548,112,651.08 1,548,112,651.08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2,758,681,945.09 2,758,681,945.09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  目 2019.12.31 2020.01.01 调整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36,113,602.94 136,113,602.94  

交易性金融资产 278,000,000.00 278,000,000.00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9,567,217.87 9,567,217.87  

应收账款 141,750,093.41 123,627,784.50 -18,122,308.91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96,324,158.44 96,324,158.44  

其他应收款 1,190,692,299.51 1,190,692,299.51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存货 112,415,649.66 112,415,649.66  

合同资产  7,571,421.02 7,571,421.02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12,842,094.24 12,842,09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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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资产合计 1,977,705,116.07 1,967,154,228.18 -10,550,887.89 

非流动资产：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设定受益计划净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692,074,115.51 692,074,115.51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83,906,363.50 83,906,363.5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9,662,490.64 9,662,490.64  

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28,523,955.08 28,523,955.08  

开发支出 12,798,193.41 12,798,193.41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3,105,906.01 3,105,906.01  

递延所得税资产 3,341,464.61 3,341,464.61  

其他非流动资产  10,550,887.89 10,550,887.89 

非流动资产合计 833,412,488.76 843,963,376.65 10,550,887.89 

资产总计 2,811,117,604.83 2,811,117,604.83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501,557,343.75 501,557,343.75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3,613,752.00 3,613,752.00  

应付账款 214,304,056.42 214,304,056.42  

预收款项 120,361,644.95  -120,361,644.95 

合同负债  114,175,736.62 114,175,736.62 

应付职工薪酬 10,222,816.34 10,222,816.34  

应交税费 4,083,884.74 4,083,884.74  

其他应付款 371,014,088.83 371,014,088.83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10,407,469.96 16,593,378.29 6,185,908.33 

流动负债合计 1,235,565,056.99 1,235,565,056.99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548,333.33 548,333.33  

递延所得税负债 4,050,636.35 4,050,636.35  

其他非流动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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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负债合计 4,598,969.68 4,598,969.68  

负债合计 1,240,164,026.67 1,240,164,026.67  

股东权益：    

股本 622,200,000.00 622,2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364,193,237.65 364,193,237.65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36,455,727.15 36,455,727.15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71,463,402.20 71,463,402.20  

未分配利润 476,641,211.16 476,641,211.16  

股东权益合计 1,570,953,578.16 1,570,953,578.16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2,811,117,604.83 2,811,117,60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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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_____________ 

                                                                                           鲁  峰 

 

 

2021 年 4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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