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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52                            证券简称：北信源                            公告编号：2021-077 

北京北信源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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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信源 股票代码 300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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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皓（代） 张玥莹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34 号中关村

科技发展大厦 C 座 1602 室；北京市海淀区

闵庄路 3 号玉泉慧谷 2 期 3 号楼 3 层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34号中关村科

技发展大厦 C 座 1602 室；北京市海淀区闵

庄路 3 号玉泉慧谷 2 期 3 号楼 3 层 

电话 010-62140485-8073 010-62140485-8073 

电子信箱 vrvzq@vrvmail.com.cn vrvzq@vrvmail.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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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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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366,890.42 265,143,073.54 27.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2,847,458.92 30,845,519.28 6.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34,982,045.46 16,588,754.22 110.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0,313,482.16 -25,581,882.58 -56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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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27 0.0213 6.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27 0.0213 6.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9% 1.36%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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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3,110,448.12 2,867,815,029.01 11.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18,203,307.97 2,186,042,008.32 1.4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2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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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皓 境内自然人 20.99% 304,379,655 228,284,741 质押 180,210,900 

北信瑞丰基金

－南京银行－

中航信托－中

航信托·天启

（2016）163 号

南京高科华睿

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1.57% 22,802,092    

王晓峰 境内自然人 0.44% 6,345,669 4,759,252   

孙燕琪 境内自然人 0.42% 6,032,500    

赵红宇 境内自然人 0.34% 4,912,110    

吴荣 境内自然人 0.32% 4,692,250    

杨维 境内自然人 0.24% 3,443,512 2,582,634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22% 3,253,489    

陈菊英 境内自然人 0.19% 2,685,800    

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18% 2,569,75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公司第一大股东林皓先生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关系，未知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

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吴荣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420,000 股外，还通过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272,250 股，实际合计持有 4,692,250 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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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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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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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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9日，公司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提前终止减持计划的公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林皓先生决定提前终止减持计划。详见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1-021）。 

2、2021年5月12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司与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战

略合作协议》，双方通过品牌、产品、技术、渠道等全方位进行合作，共同完成产品整合、资源共享、方案捆绑，实现市场

拓展策略并获得市场份额，积极探索多种形式和多领域合作，为公司创造更大的商业机会和市场价值。详见披露于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1-057）。 

3、2021年6月8日，公司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林皓先生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投资价值的认同，计划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六个月内增持公司股

份，本次增持计划未设置价格区间，林皓先生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8,000万元，不高于人民币16,000万元。详见披露于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1-060）。 

     4、2021年6月28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司与中移系统集成有限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

议》，双方顺应新一代智慧城市信息技术创新、变革和融合发展的趋势，发挥各自优势，一致同意建立长期稳定、紧密有效、

全面务实的合作关系，以雄安为试点，在全国县区智慧城市市场作为重点合作领域，共同探索未来新基建领域带来的发展机

遇，促进双方在智慧城市相关领域的合作项目顺利拓展、落地。双方在面向智慧城市、数字政府、智慧园区、数据治理、云

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信创、5G等方面展开积极合作，有利于促进公司业务发展，同时北信源将在智慧社区的设备控

制中采用信创和鸿蒙相关技术，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实力。详见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1-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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