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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02                  证券简称：同有科技                  公告编号：2018-073 

北京同有飞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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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摘要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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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有科技 股票代码 30030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沈晶 赵楠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地锦路 9 号院 2 号楼-1 至 4

层 101 

北京市海淀区地锦路 9 号院 2 号楼-1 至 4

层 101 

电话 010-62491977 010-62491977 

电子信箱 zqtz@toyou.com.cn zqtz@toyou.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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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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552,161.79 127,731,728.97 75.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060,271.62 11,907,934.91 51.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7,263,777.11 7,145,220.45 141.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8,104,035.36 -85,335,715.66 14.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29 0.0283 51.5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28 0.0283 51.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3% 1.65%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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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6,096,453.40 919,652,206.57 -3.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83,912,376.43 769,466,683.00 1.8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6,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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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泽湘 境内自然人 19.81% 83,428,597 62,967,002 质押 55,020,000 

佟易虹 境内自然人 16.04% 67,520,299 50,640,224 质押 24,000,000 

杨永松 境内自然人 15.11% 63,609,329 47,706,997 质押 40,670,000 

沈晶 境内自然人 3.09% 13,002,364 9,751,773 质押 9,85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汇

添富民营活力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90% 8,000,000 0  0 

中国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

品-005L-CT001

深 

其他 1.54% 6,475,290 0  0 

罗华 境内自然人 1.07% 4,521,254 3,390,940 质押 2,680,000 

泰康人寿保险有

限责任公司－投

连－多策略优选 

其他 0.77% 3,243,960 0  0 

袁煜恒 境内自然人 0.65% 2,743,000 0  0 

王磊 境内自然人 0.65% 2,737,783 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周泽湘、佟易虹、杨永松、沈晶、罗华、袁煜恒、王磊为公司的发起人，截至本报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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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具日，发起人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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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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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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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飞速进步，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正在逐渐渗透到各个行业，并

变得越来越普及，这意味着对存储的需求也呈现出几何级数的增长。在数字化趋势席卷全球、国家大力推

进网络强国的进程中，自主可控是保障国家信息安全的根本途径，也是存储行业的必由之路。闪存技术已

经成为应对新兴应用发展的技术趋势，是 IT 系统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也是存储产业持续发展的重要增

长点。企业数据存储市场正在快速增长，闪存等高速存储介质的技术创新、高速的存储网络、新应用与新

负载都推动着企业级存储创新，闪存正变得越来越不可或缺。闪存市场前景广阔，而闪存技术发展迅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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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正是国产存储厂商实现弯道超车的良机。当今时代，云计算的普及，把大量的分散数据集中起来，

改变了过去的存储系统的部署方式，导致存储产业链正在向软件定义存储、超融合、闪存以及统一架构四

个方向发展。在政策、资本和市场需求的推动下，中国已开启了信息技术创新驱动的新时代，通过整合国

家资源，国产存储厂商将迎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战略导向管理，继续推进实施“自主可控、闪存、云计算”三大战略落地，认真

研究环境变化，密切关注市场发展动态，加强前瞻布局；在自主可控、军民融合等国家战略及相关政策的

号召下，向产品研发驱动型业务模式转变，深入行业发展前沿，把握核心技术发展趋势，进一步加强多种

应用场景的研发，加大对存储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等方面的投入；整合供应链平台，推动销售模式的

转变，优化销售网络布局，加强营销渠道建设，积极拓展新行业、新领域，提升市场竞争规模优势，通过

外延式发展，加速推进大数据基础架构生态链的布局，打造与公司未来发展相适应的体系架构模式；加强

企业管理，提升产研水平，完善内控模式，持续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加强人才引进与培养，不断完善人才

选拔、考评和激励机制，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增强人才储备，制定实施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吸引

和留住人才，促进企业长远发展。 

公司注重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提升，通过内生外延，不断推进技术与产品的开拓创新，借

助产业链上下游快速发展契机，不断增强对基础架构的自主可控能力，从而在关键技术上实现弯道超车。

2018 年上半年，公司开展的主要工作有： 

1、落实三大战略，加速实现弯道超车 

公司认真研究环境变化，响应国家自主可控的号召，全面落实“自主可控、闪存、云计算”三大战略。

依托在存储行业多年经验积累，公司围绕闪存、云计算和自主可控多维度布局，积极推进由项目驱动向产

品研发驱动业务模式转变，产品中心组织架构围绕产品驱动布局调整，在分布式全闪存领域进行产品和研

发布局，进一步加大在底层技术的投入，在优势行业持续投入并产出，增强核心竞争力。同时，公司基于

三大战略针对性外延发展布局，加速推进大数据基础架构生态链的布局，推动技术发展从而在关键技术上

加速实现弯道超车。 

2、坚持自主可控，加速全国产进程 

公司始终把自主可控国产化列为重要发展战略之一，不断加大在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投入，积极推

进自主可控生态的紧密合作及产业化发展落地，推动建设自主可控技术、产品、方案和生态圈。报告期内，

公司开发出一系列兼容性好、高级功能丰富的全国产自主可控存储产品与解决方案，如基于前沿技术开发

的一套整合型 IT 方案——HyperWise 智能融合方案，打造了真正的融合 IT 架构，是全面的资源整合方案；

全力打造业界首款成熟的商用自主可控存储系统——ACS 5000A，真正实现了国产化，让用户数据存储安

全无忧。公司紧跟技术变革，通过不断的研发创新为用户提供贴近应用的高品质存储产品与解决方案，夯

实未来自主可控存储的发展之路。 

3、推进内生外延，完善产业布局 

公司进一步促进业务模式升级和组织架构变革，依托自身在存储市场积累的丰富经验，以宁波同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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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为业务发展平台，积极寻找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的优质项目及企业，通过资本运作快速拓展业务领域，

整合行业上下游资源，推进外延式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对北京忆恒创源科技有限公司 8,000 万元投资款

已支付完毕，积极寻找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布局的一系列优质标的，加速打通上下游产业链。公司落实以产

品和技术为驱动的业务模式，整合供应链平台，推动销售模式的转变，优化销售网络布局，加强营销渠道

建设，通过内生增长和外延扩张实现战略目标双驱动，打造覆盖存储产业链的“生态型”企业。 

4、加强营销渠道建设，扩大品牌影响力 

品牌影响力是企业核心影响力和外延影响力的综合反映，是影响力在更高层次上的提升和最集中体

现。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增强品牌影响力，推进销售模式转变，加强营销渠道建设，通过亮相安全可靠技

术和应用大会、第十四届农信发展高峰年会、自主安全创新论坛、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和网络安全自主

可控发展与推进研讨会等重要场合，品牌影响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有力地促进了公司业务的迅速发展。 

5、达成战略合作，落实产学研一体化 

为满足未来发展需要，提升研发生产能力，公司与北京理工大学达成战略合作，充分结合同有科技的

产业化优势与北京理工大学的科技和人才优势，在人才培养、技术攻关、科研立项、科研成果转化等全方

位多领域的开展合作，实践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共同创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有科技将与北京理工大

学不断加强深入合作，包括构建创新人才培养平台、联合实验室、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和科学研究、推动科

研成果转化、学术交流等项目，有助于公司全面落实产学研一体化发展模式。通过战略合作，公司与北京

理工大学的计算机学院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达成共赢局面。 

6、股票期权激励，助力长远发展  

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根本所在，公司明确人才战略工作目标，高度重视人才引进与培养，不断完善人才

选拔、考评和激励机制，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增强人才储备。为了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

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业务）骨干的积极

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核心团队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在充分保障股东利益的前提下，公司

制定实施了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向 109 名激励对象授予 1,200 万份股票期权。公司注重稳定员工团

体，寻求打造员工利益和公司利益共同体，实现员工和公司利益共享，增强公司凝聚力与向心力，促进公

司长远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24,552,161.79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75.8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 18,060,271.62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1.67%。业绩变动主要原因有：公司继续推进“自主可控、闪

存、云计算”三大战略落地，在巩固现有客户与行业的基础上，推进销售模式转变，加强营销渠道建设，

积极拓展新行业、新领域，营业收入规模稳步提升。公司坚持产品和技术的创新发展，深入行业发展前沿，

以市场需求为依托，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着力打造全新自主可控存储产品。同时，公司进一步落实存储全

产业链布局，整合供应链平台，向产品研发驱动型业务模式转变，故公司业绩较上年同期实现较大幅度增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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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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