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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12                           证券简称：邦讯技术                           公告编号：2014-063 

邦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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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半年度报告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应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内的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负责人张庆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海滨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骆国意声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

告的真实、完整。 

半年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邦讯技术 股票代码 300312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传世 范晓倩 

电话 010-65800931 010-65800931 

传真 010-65800000-8166 010-65800000-8166 

电子信箱 zqb@boomsense.com zqb@boomsense.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会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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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总收入（元） 169,054,844.10 186,024,229.88 -9.12%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元） 
-13,737,954.36 14,986,697.19 -191.67%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13,724,061.48 14,133,093.89 -197.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3,055,558.95 -179,793,013.01 -7.38%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股） 
-1.2064 -1.1236 -7.3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59 0.0937 -191.6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59 0.0937 -191.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8% 1.74%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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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77% 1.65%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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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3,990,879.06 1,277,918,447.56 4.39%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元） 
766,431,836.94 780,169,791.30 -1.76%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股） 
4.7896 5.334 -10.21% 

非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及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589.97 固定资产处置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482.85  

合计 -13,892.88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2）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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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庆文 境内自然人 36.64% 58,632,000 58,632,000 质押 37,790,000 

戴芙蓉 境内自然人 17.35% 27,768,000 27,768,000 质押 13,882,500 

杨灿阳 境内自然人 3.00% 4,800,000 3,600,000 质押 4,800,000 

北京融铭道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0% 4,800,000 3,600,000 质押 4,800,000 

中国工商银行－

汇添富均衡增长

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2.00% 3,200,000 0   

陈文兰 境内自然人 1.50% 2,400,000 0   

郑志伟 境内自然人 1.50% 2,400,000 1,800,000   

杨文星 境内自然人 1.50% 2,400,000 0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汇

添富社会责任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44% 2,302,695 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汇

添富民营活力股

其他 1.28% 2,050,020 0   



邦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张庆文、戴芙蓉系夫妻关系，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余股东未知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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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905.48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9.12%；营业利润-1496.0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04.32%；利润

总额-1497.5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97.7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73.8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91.67%。 

 

（2）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的构成 

占比 10%以上的产品或服务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分产品或服务 

销售收入 43,517,872.92 27,631,685.25 36.50% 95.78% -83.87% 4.11% 

集成收入 124,412,939.34 58,129,162.68 53.28% -22.87% 20.41% -1.4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

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下降191.67%，主要系因公司本期营业收入同比下降，而成本小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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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同比增加所致。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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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新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公司： 

北京点翼科技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与中基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盛世必达投资有限公司、天津弼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自然人张龙泉共同出资于2014年1月设立； 

南京点趣科技有限公司，系北京点翼科技有限公司与梅泰诺（北京）移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田芙蓉、张黎、赵萍共同出资

于2014年4月设立； 

上海海纳通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系本公司全资出资于2014年4月设立； 

汇金讯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与自然人金辉、薛峰共同出资于2014年5月设立。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法定代表人：张庆文 

邦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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