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300348                           证券简称：长亮科技                           公告编号：2019-066 

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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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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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亮科技 股票代码 300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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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亚丽 周金平、王野行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沙河西路深圳湾科

技生态园 1 区 2 栋 A 座 5 层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沙河西路深圳湾科

技生态园 1 区 2 栋 A 座 5 层 

电话 0755-86168118-828 0755-86168118-828 

电子信箱 invest@sunline.cn invest@sunli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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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580,673.76 434,191,547.14 19.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664,890.99 7,708,486.82 12.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5,187,246.90 3,780,484.68 37.21% 



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4,562,067.28 -212,985,153.17 8.6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70 0.0258 4.6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60 0.0238 9.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0% 0.69%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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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5,257,425.14 1,823,052,637.57 25.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30,208,235.23 1,230,671,814.67 8.0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8,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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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长春 境内自然人 16.65% 80,293,350 60,220,012 质押 59,783,372 

深圳市腾讯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65% 32,055,000 0   

屈鸿京 境内自然人 2.19% 10,558,125 10,558,125   

郑康 境内自然人 2.12% 10,237,743 7,678,306 质押 7,673,287 

包海亮 境内自然人 1.93% 9,312,825 0   

魏锋 境内自然人 1.80% 8,697,750 6,523,312   

徐江 境内自然人 1.77% 8,514,000 6,385,500   

宫兴华 境内自然人 1.58% 7,597,501 5,698,125 质押 2,045,250 

新华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

品-018L-CT001

深 

其他 1.49% 7,199,895 0   

肖映辉 境内自然人 1.36% 6,574,793 4,931,094 质押 4,297,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无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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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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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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2,058.07万元，增长19.90%。公司营业成本29,674.92万元，同比增长23.22%；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66.49万元，同比增长了12.41%，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18.72万元，比

上年同期增长37.21%。 

截止2019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为229,525.74万元，同比增长25.9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133,020.82万元，

同比增长8.09%。 

1、经营概况 

2019年上半年度，公司营业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维持了双位数的增长，但因与金融机构的收入结算大多发生在下半年，

而成本费用是随着项目进度线性发生的，导致上半年度收入增速低于成本增速。报告期内公司中标了平安银行信用卡核心项

目、泰国中小型企业发展银行核心项目、桂林银行新一代核心系统项目、Livi VB Limited分布式核心银行系统项目（香港首

批虚拟银行之一）、联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核心系统项目、广发银行新费用报账管理平台项目、招商银行交易银行产品智能

化经营体系项目和数据流量经营分析项目等多个重要项目，延续了公司在金融核心、互联网核心、大数据等领域的竞争优势。

截至本报告披露前，公司已中标辽宁省农村信用社新一代核心系统项目，这是公司中标的首个省级农村信用社核心系统。印

度尼西亚金光银行核心系统项目是公司在印度尼西亚中标的首个项目。 

2、股权激励成本摊销的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费用11,241.37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2.07%，主要增长原因为：股权激励摊销额为2,969.10万元，

同比增长52.48%。剔除股权激励摊销的影响后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同比增长约41.12%，预计全年的股权激励摊销成本

为5,938.20万元，较去年减少3,872.90万元。 

3、研发投入 

报告期内，研发投入7,817.56万元，同比增长20.17%。公司紧跟行业和技术发展趋势，新增145项研发，在完善提升现

有产品时兼顾新产品、新技术领域方面投入，力争为市场客户提供更加完善全面的服务。一方面公司通过分布式、微服务技

术对现有核心系统进行深化改造和有机组合，有效提升系统整体性能和产品灵活性，同时努力实现三个“升级”（实现客户智

能服务能力化升级、实现从业务层到管理层的全面智能化升级、实现从核心到互联网服务体系的全面升级）。另一方面公司

进一步建立、建全DevOps体系，实现持续集成和持续交付能力，全方位提升各产品系统业务功能，提升产品成熟度与市场

竞争力。不仅如此，公司积极响应市场需求，针对细分市场推出适应客户需要的存、贷独立子系统，并大力打造银行开放服

务平台产品，为开放银行转型提供更好的服务，建设基于微服务架构，采用流程编排技术的金融开放服务平台，扩宽银行服

务边界、辐射服务能力输出。 

4、海外市场概况 

报告期内，公司海外营收4,493万元，同比增长149.06%；实现新增海外合同额8,888万元，同比增长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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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单独测试后未减值的应收款项（包括单项金额重大和不重大的应收款项）以及未单独测试的单项金额不重大的应收

款项，按以下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4 

组合类型 确定组合的依据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

法 

组合一：国内传统金融客户、海外银行/保险/证券

客户 

账龄状态 账龄分析法 

组合二：除“国内传统金融、海外银行/保险/证券”

的客户 

账龄状态 账龄分析法 

组合三：保证金类 账龄状态 账龄分析法 

组合四：押金类 账龄状态 账龄分析法 

组合五：其他类 账龄状态 账龄分析法 

组合六：合并范围内关联方组合 账户余额 不计提 

对账龄组合，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如下： 

账  龄 组合一 组合二 组合三 组合四 组合五 

1年以内（含1年） 2% 2% 1% 2% 2% 

1-2年 3% 15% 10% 10% 10% 

2-3年 20% 50% 20% 35% 10% 

3年以上 75% 80% 20% 4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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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子公司投资： 

1、2019年5月29日，本公司以34万美金收购Comet Wave Consulting Pte. Ltd.85%股权。股权交割完成后，本公司对Comet Wave 

Consulting Pte. Ltd.具有控制权，故本公司从2019年5月起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2、2019年5月1日，本公司对PT. Sunline Master International进行增资，增资后本公司持股由原来的50%增至70%。本次股权

交割完成后，本公司对PT. Sunline Master International具有控制权，故本公司从2019年5月起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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