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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02                 证券简称：同有科技                 公告编号：2013-029 

北京同有飞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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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所有董事均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3）公司负责人周泽湘、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磊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徐丽楠声明：保

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4）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5）公司 2013 年半年度报告未经过审计。 

（7）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同有科技 股票代码 300302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沈晶 张佳 

电话 010-62491977 010-62491977 

传真 010-62491977 010-62491977 

电子信箱 zqtz@toyou.com.cn zqtz@toyou.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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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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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总收入（元） 97,202,499.72 87,712,040.54 10.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662,483.78 12,715,889.52 -8.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0,629,534.08 12,586,472.02 -15.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4,708,708.29 -23,160,180.01 6.69%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股） 
-0.4118 -0.386 6.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24 -20.8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24 -20.83% 

净资产收益率（%） 2.46% 4.11% -1.65%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 2.25% 4.06%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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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632,383.99 537,951,655.05 -3.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474,229,174.86 467,366,691.08 1.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7.9038 7.7894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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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

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

府补助除外） 

1,062,434.94 

1.根据北京市海淀区科学技术委员会的海科发【2010】52 号文件，本

公司收到“数据连续保护的操作系统实时应急保护软件”项目补助资金

400,000.00 元，对收到的政府补贴区别“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和“与

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于 2013 年 1-6 月确认收益 31,999.98 元； 

2.根据北京市财政局京财经二指[2010]845 号文件，本公司收到

“NetStor NRS 容灾产品产业化项目”补助资金 8,000,000.00 元，对收到

的政府补贴区别“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和“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于 2013 年 1-6 月确认收益 712,934.96 元； 

3.根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联合研制协议书》，本公司收到“低能

耗存储设备研制及产业化项目”补助资金 317,500.00 元，对收到的政府

补贴区别“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和“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于 2013

年 1-6 月确认收益 317,5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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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

收入和支出 

152,800.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182,285.24  

合计 1,032,949.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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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4,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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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佟易虹 境内自然人 18.63% 11,176,293 11,176,293   

周泽湘 境内自然人 18.63% 11,176,293 11,176,293   

杨永松 境内自然人 18.63% 11,176,293 11,176,293   

天津东方富海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7.19% 4,315,084 4,315,084   

常州金陵华软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8% 1,849,153 1,849,153   

沈晶 境内自然人 2.16% 1,297,238 1,297,238   

肖建国 境内自然人 1.93% 1,155,721 1,155,721   

袁煜恒 境内自然人 1.08% 648,619 648,619   

罗华 境内自然人 0.98% 589,654 589,654   

全国社保基金六

零四组合 
其他 0.92% 553,83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九名股东为公司的发起人，其中，周泽湘、杨永松、佟易虹为一致行动人，截至本报

告期末，周泽湘、杨永松、佟易虹各持有公司 18.63%股权，共持有本公司 33,528,87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5.89%，三人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除此之外，发起人股东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发起人股东与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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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公司股东周宗菊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600 股，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08,221 股，实际合计持有 208,821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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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落实 2013 年度经营规划，认真分析市场，面对大数据时代，数据分析、移动互联、

云计算等应用业务的迅速普及，紧密围绕市场、客户的内在需求，积极推动相关各项工作的开展。持续优

化营销管理模式，行业市场、商业市场的业务扩展逐见成效；贯彻“国产化、自主可控”的研发策略，加

快存储核心技术的研发，加快新产品的推出，推广公司的大数据存储产品及方案。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720.25 万元，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 10.82%。其中针对中小存储市

场和安防监控市场打造“存储小金刚”产品增长较快，其他存储、容灾产品平稳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优化产品结构，为用户量身定制与业务紧密结合的产品和解决方案，毛利率水平

保持稳定。报告期实现毛利额 3,519.93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0.12%； 

报告期内，销售及管理费用 2,556.46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39.16%。其中销售费用增长主要由于公司

为营销体系建设，扩大市场规模，增加人员引起薪酬及业务费用的增加；管理费用增长主要由于公司对研

发项目的投入而引起报告期内的研发支出大幅增加，引进高端人才引起的薪酬等费用增加。 

报告期内，营业利润为 1,220.24 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了 14.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66.25 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了 8.28%。主要由于虽然公司营业收入增加，但公司加大销售体系和研发

体系的建设，人员费用和相关业务费用随之增加，公司投入短期内对利润增长尚未产生效应，使得公司利

润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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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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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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行业 

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 
97,051,556.32 61,931,802.12 36.19% 10.67% 11.13% -0.26% 

分产品 

容灾 17,001,411.80 6,356,594.02 62.61% 2.09% -24.93% 13.45% 

数据保护 12,140,462.20 7,183,959.21 40.83% -28.62% -34.08% 4.9% 

数据存储 67,909,682.32 48,391,248.89 28.74% 25.69% 33.07% -3.95% 

分地区 

华北 50,520,114.57 31,882,787.02 36.89% 7.62% 6.96% 0.39% 

东北 3,650,659.56 2,215,116.21 39.32% 20.93% 9.05% 6.6% 

华中 6,670,415.93 4,533,026.43 32.04% 152.77% 160.59% -2.04% 

华东 17,552,782.28 11,863,046.62 32.42% 69.51% 88.92% -6.94% 

西南 6,576,547.22 3,782,147.75 42.49% -32.96% -40.72% 7.53% 

西北 8,274,328.97 5,282,770.89 36.15% 41.4% 34.97% 3.04% 

华南 3,806,707.79 2,372,907.20 37.67% -58.07% -57.46%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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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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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至本报告期末无房屋建筑物类固定资产，上年度财务报告执行的会计估计规定房屋建筑物类固定

资产的使用年限为 30 年。报告期，变更后的房屋建筑物类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为 30-50 年。 

报告期，随着公司投资建设的 NetStor 产品产能扩大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及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相

关的房屋建筑物逐步完工，公司将新增房屋建筑物类固定资产，且这类资产的使用年限为 50 年。为了会

计估计更加符合固定资产使用情况，而且更加公允、适当地反映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4 号——固定资产的相关规定》对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折旧年限进行变更。 

公司该会计估计变更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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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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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3）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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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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