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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455              股票简称：博通股份          公告编号：2017-010 

 

 

西安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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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东

区火炬路3号楼10层C座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东区火

炬路3号楼10层C座 

电子信箱 caiql@butone.com duli@buto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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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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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末增减(%) 

总资产 587,210,819.34 676,208,829.65 -13.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2,764,864.74 124,238,013.27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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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49,788.27 -50,114,711.80 不适用 

营业收入 81,437,569.60 74,177,232.84 9.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73,148.53 -6,266,563.99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527,604.93 -6,645,585.19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93 -4.780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4 -0.100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4 -0.100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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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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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40,232 无 0 

颜敏熙 境内自然人 3.50 2,185,842 0 未知   

陈华云 境外自然人 2.92 1,820,700 0 未知   

顾春泉 境内自然人 2.36 1,472,200 0 未知   

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北方

信托－刀锋 1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2.27 1,417,400 0 未知   

福州驰恒贸易有限公司 未知 2.01 1,254,883 0 未知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泓昀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未知 1.87 1,168,800 0 未知   

天津弘毓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未知 1.74 1,083,700 0 未知   

俞凯 境外自然人 1.73 1,083,000 0 未知   

顾萍 境内自然人 1.70 1,060,6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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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与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不存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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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春泉、顾萍、黄凯凯三名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本公司不知晓除顾春泉、顾萍、黄凯凯三名股东之外的公司

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以及公司其他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

以及顾春泉、顾萍、黄凯凯与公司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和公司其

他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属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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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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报告期内，公司合并实现营业收入 81,437,569.60 元，同比增加 9.79%，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的净利润-1,473,148.53 元，同比减亏 4,793,415.46 元；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的净利润-1,527,604.93 元，同比减亏 5,117,980.26 元。 

3、报告期内公司利润主要来源于主营业务，业务类型、利润构成及利润来源与上年度同期相

比均无重大变化。 

4、公司报告期内为亏损，主要是因近年来公司持续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且均未成功、城市学院

在校学生人数减少，以上因素对公司报告期内净利润影响较大。2017年上半年，通过全体员工的

努力工作，公司经营业绩有一些提升，实现部分减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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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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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437,569.60 74,177,232.84 9.79 

营业成本 38,750,524.83 35,398,792.27 9.47 

销售费用 8,299,973.37 8,947,232.17 -7.23 

管理费用 30,713,209.82 29,771,903.64 3.16 

财务费用 4,425,052.42 4,648,281.25 -4.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749,788.27 -50,114,711.80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38,234.25 -5,759,322.5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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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718,727.08 13,541,416.67 -216.08 

研发支出 2,829,767.96 2,669,879.50 5.99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报告期内加大计算机软件业务拓展，软件业务收入增加；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因为软件业务收入的增加，软件业务成本也随之增加；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公司控制销售费用所致；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公司职工薪酬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子公司城市学院本期银行借款减少，相应支付利息较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计算机软件业务收入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子公司城市学院在建项目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子公司城市学院本期偿还较多银行借款所致； 

研发支出变动原因说明: 主要系计算机信息业务开发投入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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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17年 1-6月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1,473,148.53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的净利润-1,527,604.93 元，实现部分减亏。利润主要来源于主营业务，与上年同期比

较无重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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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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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

比例（%） 

本期期末金额

较上期期末变

动比例（%） 

情况

说明 

货币资金 47,868,573.32 8.15 114,475,322.92 16.93 -58.18       

应收票据 250,000.00 0.04 968,800.10 0.14 -74.19       

其他流动资产 6,355,897.59 1.08 20,131,987.61 2.98 -68.43       

在建工程 2,960,575.44 0.50 1,173,916.00 0.17 152.20       

开发支出 5,795,116.17 0.99 3,201,535.63 0.47 81.01       

短期借款 0.00 0.00 20,000,000.00 2.96 -100.00       

预收款项 35,683,467.25 6.08 106,349,176.08 15.73 -66.45       

应付职工薪酬 1,393,579.80 0.24 3,730,481.47 0.55 -62.6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0,000,000.00 1.70 25,000,000.00 3.70 -60.00       

其他流动负债 0.00 0.00 96,000.00 0.01 -100.00  

长期借款 20,000,000.00 3.41 0.00 0.00 100.00  

 

其他说明-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减少较大，主要系子公司城市学院维系教学开支、偿还到期借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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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票据减少较大，主要系母公司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兑付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减少较大，主要系子公司城市学院分摊 2016/2017学年交大教育资源服务费所致； 

在建工程增加较大，主要系子公司城市学院在建项目增加所致； 

开发支出增加较大，主要系计算机信息业务开发投入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减少较大，主要系子公司城市学院偿还银行短期借款所致； 

预收款项减少较大，主要系子公司城市学院上年收取 2016/2017 学年学费在本期分期确认收入所

致； 

应付职工薪酬减少较大，主要系母公司发放上年计提薪资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减少较大，主要系子公司城市学院偿还一年内到期借款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减少较大，主要系母公司 2016年政府补助在本期分摊所致； 

长期借款增加较大，主要系子公司城市学院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2. 截至报告期末主要资产受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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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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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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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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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本公司无处置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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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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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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536,597,118.67  

 

173,871,209.93  

 

3,752,216.31  

 

西安博通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 

计算机信息 计算机软硬件

研制开发和系

统集成 

52,500,000 100 
46,538,057.24  

 

44,967,559.49  

 

1,139,27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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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100,903.16  

 

22,075.01  

 

-2,76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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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176,199.77 3,909,410.10 3,752,216.31 

西安博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5,035,400.46 1,024,547.42 1,139,271.70 

4、城市学院经营情况 

2017 年 1-6 月度城市学院实现净利润 3,752,216.31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8.51%，有一定增长，

但相对于以前年度，净利润还是有所下降。 

主要是因招生政策等宏观环境原因，2016年度招生人数少于毕业人数，使得在校学生人数减少，

2017年初在校学生为 9100名左右。从 2015年秋季起，经陕西省物价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新生开始执

行新的收费标准，学费有小部分上涨，但老生仍然执行原有标准，同时因办学费用成本增加，对于净

利润有一定影响。 

城市学院将积极通过扩大招生、继续争取新生学费增长、拓展办学新思路、控制成本和费用、不

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等各种措施积极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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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持有西安博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0%股权，该公司注册资本 4,000 万元，主营业务为高新技

术项目、教育项目的投资、开发与管理，该公司一直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未开展经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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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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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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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王萍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7年 8月 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