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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31                           证券简称：银信科技                           公告编号：2018-064 

北京银信长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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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本半年度报告中涉及未来计划或规划等前瞻性陈述的，均不构成公司对投资

者的实质承诺，投资者及相关人士均应对此保持足够的风险认识，并且应当理解计划、预测与承诺之间的差异，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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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信科技 股票代码 30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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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静颖 易芳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35 号北京安华发展

大厦 8 层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35号北京安华发展大

厦 8 层 

电话 010-82629666 010-82629666 

电子信箱 public@trustfar.cn public@trustfa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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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86,698,968.04 405,892,078.84 4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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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6,432,313.15 62,411,821.50 6.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65,795,462.93 61,494,833.38 6.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4,190,281.11 -48,319,552.43 115.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03 0.1412 6.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03 0.1412 6.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27% 9.63%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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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2,995,420.29 1,376,696,337.40 33.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39,280,583.02 731,186,203.75 83.1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43,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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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立雄 境内自然人 26.73% 118,157,520 103,730,340 质押 71,880,83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44% 10,803,390    

曾丹 境内自然人 1.66% 7,326,800  质押 5,000,000 

陈慰忠 境内自然人 1.07% 4,741,517    

陈琼珊 境内自然人 0.50% 2,226,700    

乔明德 境内自然人 0.40% 1,781,041    

于本宏 境内自然人 0.36% 1,599,508    

杨钰梅 境内自然人 0.30% 1,316,480    

彭博 境内自然人 0.29% 1,274,000    

章怡生 境内自然人 0.24% 1,040,30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詹立雄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除此之外，公

司与上述股东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

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公司股东陈慰忠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531,517 股外，还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21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4,741,517 股；

（2）公司股东陈琼珊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还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226,7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226,700 股；（3）公司

股东乔明德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720,641 股外，还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0,4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781,041 股；（4）公司股

东杨钰梅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还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316,48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316,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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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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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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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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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 

报告期内，公司总体各项业务稳步发展。2018年半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586,698,968.04元，比上一

年同期增长44.5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66,432,313.15元，比上一年同期增长6.44%；扣非后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65,795,462.93元，比上一年同期增长6.99%。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情况概述如下：  

（一）主营业务稳步发展，积极拓展创新业务 

    2018年上半年，银信科技主营业务稳步发展，持续开拓新客户。公司上半年合同签约金额为57,758.23

万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33.3%，新增客户162家，其中，在两大主要行业“运营商”和“银行”中，分别

新增客户43家和38家。公司在2018年成为阿里云《飞天平台敏捷版》及《Docker容器企业版》金融行业总

经销商后，成立开源产品服务部，建立在开源技术方面的研发及实施团队。  

（二）提高技术实力，提升服务质量 

    为提高公司技术实力，加强员工能力培养，2018年上半年，公司组织了DMX bin file、AIX系统管理、

IBM AS400(iSeries)、IBM DS8000、MySQL新特性及监控优化等各方面培训13场内部培训，累计参加人次

达近千人。同时，选派技术骨干56人次参加IBM、华为等原厂培训及安全、ITSS等行业培训。经过多次内

外培训，提升原有技术实力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开源架构的技术能力，使公司运维产品线更加丰富。随着

客户数及市场份额的不断增加，基础设施维护量不断增加，报告期内，设备总维护量达到近13万台/套。

公司持续把控和提升服务质量，加强流程管理，及时监督管控服务各个环节，在增加设备维护量的同时保

持高质量的交付服务，2018年上半年没有发生一起重大责任事故。 

（三）积极参与行业标准的制定，不断强化自身的体系管理 

    积极参加相关行业国家标准的制定工作，自国家成立ITSS工作组以来，公司持续参与了ITSS各相关标

准的研制。2018年上半年，公司技术专家团队多次参与ITSS等行业标准制定编写，例如：《信息技术服务 

服务管理第3部分：技术要求》国家标准、《信息技术服务 服务安全规范》国家标准等。同时，凭借银信

科技在IT服务领域强大的创新能力和优质的服务口碑，公司获得了由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信息技

术服务分会（ITSS）颁发的“中国IT服务创新单位奖”。报告期内，公司通过了信息系统集成一级资质年

审、高新技术企业年审、ISO27001及9001体系年审、北京市信息化领域3A企业年审，通过并新增

ISO14000/18000体系2项认证证书，为持续提供给客户优质服务和产品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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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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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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