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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31                            证券简称：优博讯                            公告编号：2019-088 

深圳市优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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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对半年度报告无异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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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半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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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博讯 股票代码 30053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镇 王腾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学府路 63 号高新

区联合总部大厦 36 楼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学府路63号高新区

联合总部大厦 36 楼 

电话 0755-22673923 0755-22673923 

电子信箱 liuzhen@urovo.com teng.wang@urov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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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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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73,524,154.42 331,417,962.59 42.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5,985,006.47 52,253,495.25 45.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67,459,979.76 46,297,463.84 45.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5,791,686.52 -122,554,239.35 194.4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 0.19 42.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 0.19 42.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20% 8.40%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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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2,881,654.27 1,192,758,621.44 -5.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75,458,752.78 708,495,679.25 9.4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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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优博讯科技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0.02% 140,049,000 140,049,000 质押 11,000,000 

深圳市博讯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41% 17,955,000 17,955,000 质押 7,425,000 

深圳市中洲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93% 13,811,300  质押 10,100,000 

深圳市军屯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38% 9,450,000    

斯隆新产品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35% 6,582,000    

亚晟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31% 6,467,693    

刘丽菁 境内自然人 0.28% 772,250    

易方达基金－工商银行－

易方达基金臻选 2 号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24% 685,450    

法国兴业银行 境外法人 0.23% 651,100    

郑道超 境内自然人 0.23% 647,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公司未知其

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刘丽菁，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91,700 股，通过华林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80,550 股，实际合计持有 772,25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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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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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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019年上半年，公司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以技术创新为驱动，进一步加大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新产品开发力度，公司

产品在物流快递、新零售等行业的应用规模稳步增长，智能移动支付终端销售规模快速增长，海外市场的拓展成效显著。报

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73,524,154.42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2.8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5,985,006.47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5.4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15,791,686.52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94.48%。 

报告期内，公司本年度经营计划执行情况如下： 
1、研发计划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专注于行业智能移动信息化应用解决方案的技术研究与软硬件产品开发，在围绕现有产品进行功能

升级及架构优化的同时，进一步加大新产品的开发力度。公司基于原有的智能移动应用软硬件核心技术，进一步深化了对人

工智能、RFID、数字认证、生物识别、机器视觉、大数据及云计算、移动信息安全等行业智能应用新技术的研究，并着力

于物流信息化、智能支付、智能仓储等相关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继续巩固在物流快递、新零售行业的优势，积极向智能仓

储、智慧交通、智能制造、产品溯源、行政执法等新兴领域拓展。  
2、业务拓展计划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完善国内外营销和服务网络布局，提升服务水平和服务效率，进一步加强渠道管理，推进渠道销售

的规范化、标准化。公司面向海外市场，加大新产品研发、市场拓展和技术支持及维护方面的投入，品牌知名度和认可度快

速提升，海外业务发展迅速，主要销售市场集中在印度、东南亚、欧洲、俄罗斯及南美洲。 
报告期内，公司成功举办了2019渠道商会议，加强了与渠道代理商的合作关系。参加了2019军民两用智能制造技术与应

用交流会、第二届中国追溯服务产业发展论坛、CPG2019第三届中国消费品CIO峰会、昂捷2019合作伙伴大会、2019全球智

慧物流峰会、第六届国防物联网与智慧军队技术交流展、第24届新加坡智能卡及支付展等展会，并支持核心代理商参加了第

21届巴西零售业自动化设备及技术展、云端科技展（Clould EXPO Asia Hongkong 2019）、第四届中国时尚行业CIO全国年

会暨新零售信息化大会、第十二届中国商业信息化行业大会暨中国智慧商业信息化展览会、中国（北京）国际游乐设施设备

博览会、第四届中国智慧物流品牌日峰会、2019中国便利店大会、第六届全国商业IT服务转型巡回暨新技术新产品推介会、

第十三届山东省护理部主任大会暨第三届山东医用护理耗材及新技术与产品展览会，均受到与会者高度关注。2019年3月，

公司自主研发的工业级RFID手持终端V5000S凭借超高性能，从近400家物联网企业中脱颖而出，荣获“2018中国RFID行业最

有影响力创新产品-手持终端”奖项。 
3、公司治理计划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确保董事会能够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行使职权，确保独立董事能够认真履行职责，维护公司利益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监事会能够独立有效

地行使对董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财务的监督权和检查权。报告期内，公司共召开董事会7次，监事会5次，股

东大会2次。 
4、管理提升和人力资源计划 
报告期内，公司将进一步推进精细化管理，通过降低管理成本和提高工作效率达到提升整体效益的目标：完善参股公司

和控股子公司的系统性、制度化管理；进一步提升公司信息化管理水平；进一步完善供应链体系建设，强化物料选型和研发

同步和互动。不断完善员工职业培训体系，完善岗位职责、绩效评价、薪酬分配等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持续提高员工的能力

和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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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资本运作及投后管理计划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加强与瑞柏泰、天眼智通、上海芝柯、中世顺的资源整合和业务协同。公司积极推动与珠海佳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2019年6月25日公司收到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

191712），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已被证监会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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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9年4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变更后，公司于2019

年1月1日起将按照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

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相关规则执行以上会计

政策。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执行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及之后颁布的相关准则及其他有关规定。 

公司于2019年8月1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2019年4月30日，国家财

政部印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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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财会[2019]6号”），

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财会[2019]6号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企业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

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均按财会[2019]6号的规定编制执行。公司按照上述通知编制2019年半年度财务报表，

并对相应财务报表项目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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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优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GUO SONG 

 2019 年 8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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