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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851                               证券简称：交大思诺                        公告编号：2020-019 

北京交大思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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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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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86,933,4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发现金红利 3.4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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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大思诺 股票代码 300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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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欣 胡波 

办公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国际信息产业基地立

业路 3 号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国际信息产业基地立

业路 3 号 

电话 010–62119891 010-62119891 

电子信箱 jdsn@jd-signal.com jdsn@jd-sign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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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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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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368,225.54 130,228,604.79 -9.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2,629,236.66 32,528,978.64 0.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31,750,026.01 31,108,442.40 2.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488,836.52 41,131,021.45 -132.7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004 0.4989 0.3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004 0.4989 0.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90% 7.13%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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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684,827.34 657,105,676.07 8.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69,179,656.76 536,550,420.10 6.0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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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宽民 境内自然人 32.05% 20,898,000 20,898,000   

徐迅 境内自然人 15.77% 10,284,000 10,284,000   

北京交大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00% 6,520,000 6,520,000   

赵胜凯 境内自然人 8.01% 5,220,000 5,220,000   

赵明 境内自然人 6.96% 4,536,000 4,536,000   

张民 境内自然人 6.78% 4,422,000 4,422,000   

赵会兵 境内自然人 4.00% 2,610,000 2,610,000   

李伟 境内自然人 3.72% 2,428,000 2,428,000   

赵林海 境内自然人 3.31% 2,160,000 2,160,000   

王永和 境内自然人 2.39% 1,560,000 1,56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股东邱宽民、徐迅、赵胜凯、张民、赵会兵和李伟六人通过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共同对公

司实施控制和重大影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除此之外公司前十名或持股

10%及以上股东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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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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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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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行业领先的列控系统关键设备供应商，专注于轨道交通列控系统关键设备的研发，具有较强的

研发实力，公司创始人邱宽民、徐迅等人是我国最早研制成功数字化通用式机车信号的主要设计者，公司

研发的应答器系统是国内首套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应答器系统，轨道电路读取器是京津城际开通时所

使用的列控系统中唯一完全国内自主研发的车载设备。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认真贯彻执行董事会的战略规划，坚持“专注、创新、责任”的经营理念，以创

新为基础，加大研发力度，持续巩固行业领先地位。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7,368,225.54元，较去年同期减少9.88%；实现营业利润36,419,304.51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59%；利润总额为36,715,118.34元，较去年同期上升1.84%；公司实现净利润为

32,629,236.66元，较去年同期上升0.3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3,488,836.52元，较去年同期

减少132.79%，主要系报告期内销售商品收到现金减少，购买商品支付现金增加。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为710,684,827.34元，较年初增加8.15%；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569,179,656.76元，较年

初增加6.08%。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工作如下： 

（一）首次公开发行 

2020年4月15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交大思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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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712号）核准，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2,173.34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53,286.00万元，募集资金将投资于列控产品升级及实验室建设项目、

列控产品及配套设备生产基地项目、公司信息化及运维服务体系建设项目、西安分部项目。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建成达产后将有利于公司产品升级、提高服务质量和研发实力，进而提升核心竞争力，改善公司经营，

为公司长期稳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二）产品研发 

自主创新是公司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力。公司自成立以来就十分重视产品研发，公司将不断加大技术研

发投入，并和客户以及高校进行交流、合作，不断提升自身研发水平。 

（三）生产基地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努力克服新冠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积极推进黄骅生产基地建设。截止目前，黄骅生产

基地大楼的主体工程已基本完工。 

公司募投项目“列控产品及配套设备生产基地项目”的实施地点为黄骅生产基地。项目建成后，将提升

公司列控产品及配套设备的自主组装生产及测试能力，提高面向客户的产品供货服务响应能力。 

（四）人才扩充 

报告期内，公司加大人才培养与引进力度，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梯队建设。一方面对现有人员

进行针对性培训，实现部分员工向技术专家转型，公司构建积极有效的员工培训体系，通过专业化的培训

机制，以提高技能水平；另一方面通过完善薪酬体系和职业发展规划，不断吸纳多层次、高素质的人才加

盟。 

（五）公司治理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管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日常运作，不断

提高法人的治理水平,完善公司的管理体系。依据相关政策法规的不断变化，公司适时完善相关治理文件，

持续深入的开展公司治理活动，进一步推动公司治理的规范化、标准化、常态化，促进公司的持续健康稳

定发展，切实维护公司及小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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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 号——收入》（2017修订）（财会[2017]22号），

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相关规定。本次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

响。公司于2020年8月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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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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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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