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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455              股票简称：博通股份          公告编号：2019-013 

 

 

 

 

西安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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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2,871,185.96 702,386,176.95 -9.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5,257,514.05 131,797,863.90 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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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69,017.19 -45,914,173.85 不适用 

营业收入 90,701,020.64 86,789,917.71 4.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459,650.15 -825,06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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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99,250.60 -1,492,735.44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7162 -0.643 增加10.36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55 -0.0132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55 -0.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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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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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敏熙 境内自然人 3.36 2,101,242 0 未知   

陈华云 境外自然人 2.92 1,820,700 0 未知   

黄凯凯 境内自然人 2.37 1,479,074 0 未知   

福州驰恒贸易有限公司 未知 2.01 1,254,883 0 未知   

天津弘毓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1.97 1,230,001 0 未知   

顾春泉 境内自然人 1.88 1,173,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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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开强 境内自然人 1.55 966,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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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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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不知晓除黄凯凯、顾春泉、顾萍三名股东之外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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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6 月，公司合并实现营业收入 90,701,020.64 元，同比增加 4.51%；实现归属于

母公司的净利润 13,459,650.15 元，上年同期为-825,060.64 元，同比增加 14,284,710.79 元；

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0,999,250.60 元，上年同期为-1,492,735.44

元，同比增加 12,491,986.0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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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资源政府机构改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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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营业收入有较大减少，营业成本也相应减少，

报告期内计算机信息业务（包括母公司及子公司博通科技）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7,674,788.87 元、

主营业务成本 2,591,882.45 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减少 56.55%和 76.32%。 

高等教育业务（包括子公司城市学院）因学费增长和在校学生人数增长，使得营业收入收入

增加较大，报告期内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81,937,323.11 元、主营业务成本 35,598,360.29 元，分

别比去年同期增长 19.14%和 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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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6 月城市学院实现

营业收入 83,026,231.77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20.11%；实现营业利润 15,000,941.33 元，比上年

同期增加 196.45%；实现净利润 15,020,555.01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201.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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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701,020.64 86,789,917.71 4.51 

营业成本 38,190,242.74 43,783,698.18 -12.78 

销售费用 1,640,523.91 5,519,251.69 -70.28 

管理费用 31,376,907.73 30,558,101.27 2.68 

财务费用 3,242,157.17 3,870,055.28 -16.22 

研发费用 714,212.95 2,853,725.71 -74.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169,017.19 -45,914,173.85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58,500.94 -1,081,163.82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205,892.71 -5,563,996.53 不适用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高等教育业务收入增长所致；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计算机信息业务收入减少，使得计算机信息业务营业成本减少

所致；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计算机信息业务人员减少所致；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基本持平，主要系教育资源服务费略有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城市学院银行借款本期减少所致； 

研发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计算机信息业务本期减少，使得研发投入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计算机信息业务本期减少，使得购买商

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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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子公司城市学院本期偿还银行借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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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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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429,980.29 21.87 192,263,391.13 27.37 -28.00  

应收账款 7,662,872.38 1.21 9,956,767.34 1.42 -23.04  

存货 4,334,069.96 0.68 5,363,780.46 0.76 -19.20  

其他流动资产 2,101,193.98 0.33 6,066,674.53 0.86 -65.36  

其他应付款 339,247,064.36 53.60 324,190,163.31 46.16 4.64  

预收账款 38,949,324.98 6.15 123,517,343.19 17.59 -68.47  

应付职工薪酬 1,263,982.93 0.20 1,815,330.95 0.26 -30.37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0.00 0.00 15,000,000.00 2.14 -100.00  

递延收益 684,396.06 0.11 1,345,033.66 0.19 -49.12  

其他说明： 

货币资金减少较大，主要因子公司城市学院 2018年 9 月预收的 2018/2019 学年学费在本期持

续使用所致； 

应收账款减少较大，主要因计算机信息业务量减少，使得应收款减少所致； 

存货减少较大，主要因本期计算机信息业务将前期软件项目完工结转成本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减少较大，主要因子公司城市学院本期未付教育资源服务费所致； 

其他应付款增加较大，主要因子公司城市学院对经发集团借款本金的利息增加及未付教育资

源服务费所致； 

预收账款减少较大，主要因子公司城市学院 2018年 9 月收取的 2018/2019 学年学费在本期分

期确认收入，相应减少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减少较大，主要因计算机信息业务发放上年薪资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减少较大，主要因子公司城市学院一年内到期长期借款到期、偿还

银行借款所致； 

递延收益减少较大，主要因计算机信息业务将长期待确认收益的政府补助按资产摊销年限结

转至其他收益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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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7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注销西安博通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拟注销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西安博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本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24 日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西安博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议

案》，目前注销西安博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工作正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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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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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等情况与以前年度相比无变化。 

2、本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7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注销西安博通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拟注销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西安博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该事项还需

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该等事项公司已于 2018 年 12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博通股份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和《博通股

份关于拟注销全资子公司西安博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24日召开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西安博通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公司已于 2019 年 6 月 25 日在《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披露了《博通股份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目前注销西安博通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工作正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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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7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注销西安

博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拟注销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西安博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本公司

于 2019 年 6月 24 日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西安博通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的议案》，目前注销西安博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工作正在进行中。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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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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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592,866,833.19  

 

216,587,009.59  

 

15,020,5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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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77,350.50  

 

41,055,104.42  

 

2,388,29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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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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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26,231.77 15,000,941.33 15,020,555.01 

西安博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73,270.45 2,956,179.20 2,388,292.58 

4、城市学院经营情况 

2019 年 1-6月城市学院实现营业收入 83,026,231.77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20.11%；实现营业

利润 15,000,941.33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96.45%；实现净利润 15,020,555.01 元，比上年同期

增加 201.85%。 

城市学院 2018 年 9 月新招生人数（包括本科和专升本）略多于毕业人数，使得在校学生人数

略有所增加，2018 年末在校学生为 8600 名左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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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有部分上涨，老生仍然执行原有标准，综合因素使得收入增加较大，且办

学成本的增加幅度小于收入，使得毛利率上升，净利润增加较大。 

城市学院积极通过扩大招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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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上涨带来的不利因素。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决定自 2017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本次修改

的核心是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可以自主选择设立非营利性或者营利性民办学校，非营利性民办学校

的举办者不得取得办学收益，学校的办学结余全部用于办学；营利性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可以取得

办学收益，学校的办学结余依照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2018 年 1 月 23 日，公司召

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选择登记为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公

司董事会经过综合考虑，城市学院选择登记为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有利于城市学院的长远发展。 

考虑到陕西省 2018 年 2月发布的《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实施

意见》中对于现有民办学校重新登记的过渡期限为 2017 年 9 月 1 日至 2022 年 9 月 1 日前，以及

本公司关于城市学院选择登记为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尚未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公司将持续

关注民办教育关于分类管理及其他相关政策，继续慎重考虑城市学院选择登记类别为非营利性民

办学校之后对于本公司的综合影响，待相关内容明确后再进行后续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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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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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和核算方法有发生变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无发生变化。 

会计政策变化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受重要影

响的报表项目名

称和金额) 

1、财政部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 年修订）》（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

准则第 2 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 年修订）》（财会〔2017〕8 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2017 年修订）》（财会〔2017〕

9 号），于 2017 年 5 月 2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

具列报（2017 年修订）》（财会〔2017〕14 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

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根据

新金融工具准则的实施时间要求，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上述

新金融工具准则，并依据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对相关会计政策进

行变更。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中衔接规定相关要求，公司对上年同期比

较报表不进行追溯调整，本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财政部文

件 

本会计政策变更

不会对公司以前

年 度 的 财 务 状

况、经营成果产

生影响。 

2、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

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的规定编制 2019 年 1-6

月财务报表，并采用追溯调整法调整了比较期间财务报表列报，相关列

报。 

财政部文

件 

见下表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9]6 号)的规定编制 2019 年 1-6 月财务报表，并采用追溯调整法调整了比较期间财务报

表列报，相关列报调整影响如下： 

2018 年 12月 31 日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的说明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9,956,767.34 
 

8,784,218.81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9,956,767.34   8,784,218.81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42,288,705.03 
 

7,383,801.78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42,288,705.03 
 

7,383,801.78 
 

 

 

 



                                          西安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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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8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