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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935                              证券简称：盈建科                           公告编号：2022-031 

北京盈建科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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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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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建科 股票代码 300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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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秋菊 李月宾 

电话 010-58256559 010-58256559 

办公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东路 36 号环球贸易中心

C 座 18 层 

北京市北三环东路 36 号环球贸易中心

C 座 18 层 

电子信箱 bod@yjk.cn bod@yjk.cn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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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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7,924,199.26 70,417,027.48 10.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532,975.50 16,013,302.80 -159.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8,089,554.89 8,924,082.37 -302.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0,390,875.54 -17,531,480.04 -130.3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21 -157.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21 -157.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7% 1.89%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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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5,954,971.04 1,080,478,445.13 -7.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43,263,194.59 993,871,262.57 -5.0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0,436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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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陈岱林 境内自然人 16.78% 13,274,716 13,274,716   

张建云 境内自然人 15.40% 12,182,716 12,182,716   

任卫教 境内自然人 6.54% 5,173,112 5,173,112   

张凯利 境内自然人 6.54% 5,172,748 5,172,748   

李明高 境内自然人 3.85% 3,045,952 2,284,464   

贾晓冬 境内自然人 2.07% 1,636,908 0   

陈璞 境内自然人 1.54% 1,218,308 913,731   

黄鑫 境内自然人 1.43% 1,131,800 0   

易方达基金－上

海国盛集团资产

有限公司－易方

达基金光胜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06% 835,560 0   

李伟光 境内自然人 0.96% 758,91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张建云系陈岱林配偶的弟弟，陈岱林、张建云、任卫教、张凯利为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王霖除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46,240 股外，还通过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433,600 股，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

份 679,840 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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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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经营情况概述 

2022 年上半年，我国整体经济继续保持恢复态势，经济增速位居主要经济体前列，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但当前国际

环境复杂严峻，国内疫情持续多点散发，经济发展仍面临较大挑战。面对内外部严峻考验，公司严格贯彻执行年初制定的

经营目标及重点任务，积极拥抱国家推进数字化建设及建筑业转型升级的发展机遇，坚定不移地以技术创新驱动发展，加

大研发投入，持续研发新产品、底层技术平台、并保持对现有产品的迭代，逐步构建综合性的多元应用生态，为公司长期

可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2022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792.42 万元，同比增长 10.6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53.30 万元，

同比下降 159.53%。受新冠疫情频发影响，尤其二季度，上海、北京、江苏等多地疫情反复，且多区域封管控，公司线下

业务开展受阻、部分用户的采购进度延迟，导致二季度营业收入有所下降，上半年公司收入增速放缓。报告期内，公司基

于发展战略，持续扩大研发及销售人员规模，加大研发投入，加强营销服务网络扩建投入，推进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各项费用比上年同期均有显著增加，导致公司净利润同比下降较多。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 4,707.37 万元，同比增

长 53.72%；研发费用 3,662.06 万元，同比增长 81.35%；管理费用 1,534.15 万元，同比增长 16.27%。 

2、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 

2022 年 4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并于 2022 年 5 月 9 日召开 2021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以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

司总股本 56,505,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8.00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45,204,000.00 元（含税），不送红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以后年度；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共计

转增 22,602,000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 79,107,000 股。上述权益分派已于 2022 年 5 月 25 日实施完毕。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22 年 5 月 19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2-

023）。 

3、股权激励计划 

2022 年 2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1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

意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由 38.88 元/股调整为 38.08 元/股；同意确定 2022 年 2 月 22 日为预留授予日，授予

78 名激励对象 14.90 万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

file:///C:/Program%20Files%20(x86)/SZSE-SRFS-LISTED/resources/ap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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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23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4）和《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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