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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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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博通股份 600455 交大博通、*ST博通、ST博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蔡启龙 杜黎 

电话 029-82693206 029-82693206 

办公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火炬路3号楼10层C座 陕西省西安市火炬路3号楼10层C座 

电子信箱 caiql@butone.com duli@buto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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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704,938,523.30 764,592,533.89 -7.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5,898,059.57 149,279,437.00 11.13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704,318.28 -37,169,017.19 不适用 

营业收入 101,728,246.27 90,701,020.64 12.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618,622.57 13,459,650.15 23.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190,676.65 10,999,250.60 47.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5456 9.7162 增加0.8294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61 0.2155 23.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61 0.2155 23.48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3,05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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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西安经发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0.60 12,868,062 0 无 0 

周宇光 境内自然人 2.41 1,502,764 0 未知   

黄凯凯 境内自然人 2.37 1,479,074 0 未知   

于亦春 境内自然人 2.12 1,324,500 0 未知   

顾春泉 境内自然人 1.73 1,083,522 0 未知   

顾萍 境内自然人 1.70 1,060,600 0 未知   

石敬 境内自然人 1.52 951,982 0 未知   

王长祥 境内自然人 1.10 685,051 0 未知   

喻建华 境内自然人 0.96 600,000 0 未知   

黄永飞 境内自然人 0.93 581,026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本报告期末，本公司全体股东均为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即公司前十名股东与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相同。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西安经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

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黄凯凯、顾春泉、顾萍、黄永飞四名股东之间存在关

联关系，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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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本公司不知晓除黄凯凯、顾春泉、顾萍、黄永飞四名

股东之外的公司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以及黄凯凯、顾春

泉、顾萍、黄永飞与公司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本公司无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也无优先股股东。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综述： 

1、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范围为计算机信息和高等教育，与上年同期相比无变化。 

2、2020年 1-6月，公司合并实现营业收入 101,728,246.27 元，同比增加 12.16%；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6,618,622.57 元，同比增加 23.47%；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的净利润 16,190,676.65 元，同比增加 47.20%。 

3、报告期内，公司实现盈利，盈利的主要原因来自于主营业务中的高等教育业务增长。 

公司两块主营业务中，计算机信息业务因自然资源政府机构改革、市场竞争、此前历次重大

资产重组失败持续影响等诸多不利因素，使得营业收入减少，报告期内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6,754,465.73 元、比去年同期减少 11.99%，实现主营业务成本 3,078,253.74元，比去年同期增

加 18.77%。 

高等教育业务因学费增长和在校学生人数增长，使得营业收入增加较多，报告期内实现主营

业务收入 94,610,554.28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15.47%，实现主营业务成本 39,712,624.14元、比

去年同期增加 11.56%。 

4、报告期内公司利润主要来源于主营业务中的高等教育业务（子公司城市学院），2020年 1-6

月城市学院实现营业收入 94,973,780.54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4.39%，实现净利润 20,667,483.53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37.59%。 

公司业务类型、利润构成及利润来源与上年同期相比均无重大变化。 

5、本公司不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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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营业务分析 

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 元  币种: 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01,728,246.27 90,701,020.64 12.16 

营业成本 42,790,877.88 38,190,242.74 12.05 

销售费用 444,791.95 1,640,523.91 -72.89 

管理费用 33,002,658.72 31,376,907.73 5.18 

财务费用 3,001,445.78 3,242,157.17 -7.42 

研发费用  714,212.95 -100.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704,318.28 -37,169,017.19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46,732.50 -1,458,500.94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205,892.71 不适用 

营业收入增加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高等教育业务收入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增加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高等教育业务成本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减少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计算机信息业务人员减少所致； 

管理费用增加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教育资源服务费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减少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城市学院银行借款减少使得借款利息减少所致； 

研发费用减少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计算机信息业务研发投入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高等教育业务支付教职工工资增加

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子公司城市学院本期购建资产支付的现

金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子公司城市学院上期有偿还银行借款所

致。 

 

2 其他 

(1) 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 其他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利润主要来源于主营业务中的高等教育业务，报告期内公司的业务类型、利润

构成及利润来源与上年同期相比均无重大变化。 

 

(二) 非主营业务导致利润重大变化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三) 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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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产及负债状况 

单位： 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

比例（%） 

上年同期期末数 

上年同期期

末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本期期末金额

较上年同期期

末变动比例

（%） 

货币资金 227,455,412.99 32.27 138,429,980.29 21.87 64.31 

应收账款 3,864,588.96  0.55  7,662,872.38  1.21 -49.57 

预付款项 246,196.00  0.03    65,014.50  0.01 278.68 

存货 4,162,062.22  0.59  4,334,069.96  0.68 -3.97 

其他流动资产  2,056,938.13  0.29 2,101,193.98  0.33 -2.11 

预收款项     38,949,324.98  6.15 -100.00 

应付职工薪酬  1,314,794.40  0.19 1,263,982.93  0.20 4.02 

其他应付款 376,982,076.87  53.48 339,247,064.36  53.60 11.12 

递延收益  684,396.26  0.10  958,154.47  0.15 -28.57 

未分配利润 -49,568,001.54  -7.03 -70,208,547.06  -11.09 不适用 

少数股东权益 75,788,945.96 10.75 69,588,700.90 9.10 8.91 

其他说明： 

货币资金增加，主要因报告期子公司城市学院 2019年 9月预收的 2019/2020学年学费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减少，主要因计算机信息业务依据新收入准则将随时间流逝收取对价权利之外的应收帐

款重分类至合同资产所致； 

预付账款增加，主要因报告期子公司城市学院预付勘察测绘费用增加所致； 

存货减少，主要因报告期计算机信息业务软件项目完工结转成本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减少，主要因报告期待留抵的进项税减少所致； 

预收款项减少，主要因依据新收入准则将预收款项重分类至合同负债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增加，主要因报告期公司支付职工工资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增加，主要因子公司城市学院对经发集团借款本金及利息增加及未付教育资源服务费

所致； 

递延收益减少，主要因计算机信息业务长期待确认收益的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未分配利润增加，主要因公司本期净利润增加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增加，主要因公司持有 70%权益的子公司城市学院本期净利润增加所致。 

 

2. 截至报告期末主要资产受限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 其他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四) 投资状况分析 

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适用 □不适用  

1、本报告期内及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持有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主营业务为高等教育）

70%股权，持有北京国电博通科技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计算机信息技术）60%股权，持有西安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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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0%股权。 

其中北京国电博通科技有限公司已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西安博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一直长期

处于停滞状态，未开展经营业务。 

2、去年同期，本公司持有西安博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主营业务为计算机信息技术）100%

股权，经本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该公司去年已经注销完毕。 

 

(1) 重大的股权投资 

□适用 √不适用  

 

(2) 重大的非股权投资 

□适用 √不适用  

 

(3)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适用 √不适用  

 

(五) 重大资产和股权出售 

□适用 √不适用  

 

(六) 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 

√适用 □不适用  

1、报告期内本公司无新增子公司、以及对子公司增资或减资的情况。 

2、主要子公司基本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子公司名称 所处行业 主要业务 注册资本 

 

本公司持股

比例（%） 

报告期末总资产 报告期末净资产 报告期净利润 

西安交通大学

城市学院 

高等学历教

育 

本科层次的高等

学历教育 

100,000,000 70 
670,782,913.90 252,613,880.88 20,667,483.53 

北京国电博通

科技有限公司 

计算机信息 计算机软硬件研

制开发 

10,000,000 60 
90,782.37 11,954.22 0 

3、单个子公司净利润对公司净利润影响达到 10%以上的公司的经营财务状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子公司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94,973,780.54 20,681,374.15 20,667,483.53 

4、城市学院经营情况 

2020 年 1-6 月城市学院实现营业收入 94,973,780.54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4.39%；实现营

业利润  20,681,374.15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37.87%；实现净利润 20,667,483.53 元，比上年同

期增加 37.59%。 

城市学院 2019年度招生人数（包括本科和专升本）多于毕业人数，使得在校学生人数有所增

加，2019 年末在校学生为 9400 余名。学费标准近年来有所增加，新生执行新的收费标准，老生

仍执行原有入学时标准，综合因素使得城市学学院的收入和净利润增加较大。 

5、其他 

公司持有北京国电博通科技有限公司 60%股权，该公司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主营业务为计

算机信息，该公司已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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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公司控制的结构化主体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修订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根据财政部要求，在

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

企业，自 2018年 1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

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施行。根据新收入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

调整，首日执行新准则与现行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 2020 年年初未分配利润或其他综合收益。 

新收入准则建立了新的模型用于确认与客户之间的合同产生的收入。收入确认的金额应反映

主体预计因向客户交付该等商品和服务而有权获得的金额，并对合同成本、履约义务、可变对价、

主要责任人和代理人等事项的判断和估计进行了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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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调整，对 2020年 1月 1日之前发生的合同变更，本集团采用简化处理方

法，对所有合同,根据合同变更的最终安排，识别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确定交易价格

以及在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之间分摊交易价格。 

基于对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未执行完的销售合同所进行的检查，本集团认为采用简化的处

理方法对本集团财务报表影响并不重大，由于本集团基于风险报酬转移而确认的收入与销售合同

履约义务的实现是同步的，并且本集团的销售合同通常与履约义务也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在首次执行日，新收入准则对本集团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如下： 

受影响的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20年 1月 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新收入准则影响 

应收账款 
     4,359,598.65       6,517,401.84       -2,157,803.19  

合同资产 
     2,157,803.19         2,157,803.19  

预收款项 
                         140,399,951.67     -140,399,951.67  

合同负债 
   140,399,951.67     140,399,951.67  

合计 146,917,353.51 146,917,353.51  

 

 



                                         西安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8 
 

（续） 

受影响的项目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20年 1月 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新收入准则影响 

应收账款 
     3,886,619.32       6,044,422.51  -2,157,803.19 

合同资产 
     2,157,803.19   2,157,803.19 

预收款项 
     14,529,341.49  -14,529,341.49 

合同负债 
    14,529,341.49   14,529,341.49 

合计 
20,573,764.00 20,573,764.00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西安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萍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0年 8月 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