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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

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方正科技 股票代码 600601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侯郁波  戴继东 

电话 （021）58400030 （021）58400030 

传真 （021）58408970 （021）58408970 

电子信箱 IR@founder.com IR@founder.com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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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3,053,995.37 6,372,276,889.71 -0.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405,825,620.41 4,334,370,364.87 1.65 

 
本报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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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099,243.11 89,163,925.49 -177.50 

营业收入 2,112,792,477.68 2,639,185,074.03 -19.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1,258,761.95 28,882,383.50 146.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4,214,825.70 20,088,073.33 219.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3 0.67 
增加了 0.96 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25 0.0132 146.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25 0.0132 146.21 

 

2.2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69,60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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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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方正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11.65 255,613,016 0 无 

 

武汉国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未知 0.87 19,145,813 0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未知 0.26 5,788,582 0 未知 
 

李立志 未知 0.25 5,488,777 0 未知 
 

冯大兵 未知 0.19 4,100,001 0 未知 
 

陈晓音 未知 0.16 3,606,000 0 未知 
 

杨少荣 未知 0.15 3,401,923 0 未知 
 

黄文峰 未知 0.14 3,107,300 0 未知 
 

黄心梓 未知 0.14 3,066,646 0 未知 
 

庄永胜 未知 0.14 3,000,0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北大方正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无关联

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有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3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主要包括：PC 产品的 FA 业务及服务，IT 系统集成业务，数码

产品销售；生产和销售 PCB；晒图机、晒图纸、碎纸机生产销售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共

实现营业收入 21.13 亿元，同比减少 19.95%；实现净利润 7,125.88 万元，同比增加

146.72％。         

    报告期内，公司原有 PC 业务继续进行转型，向 IT 技术和增值服务提供商转型。报告期

内，FA 业务方面主要是继续与 Acer 公司的合作，通过有效管控费用、提升效率；IT 系统

集成业务方向定位于打造基于汽车 4S 店的信息技术和咨询服务的专业方案提供商，逐步开

发出了面向中、高端汽车 4S 店透明车间的解决方案和 BOX 一体机系统集成方案，同时提

供面向汽车 ERP 领域的人员外包和培训服务。数码业务经过在产品技术和业务模式的调整，

以硬件产品为先导，并整合软件、内容应用，为行业客户提供定制化的 IT 产品，成为了定

制化产品提供商。 

     公司 PCB 业务产品主要为 HDI、多层板、系统板和背板，产品主要客户为通讯智能终

端及通讯设备企业，报告期内公司 PCB 业务实现销售收入 10.36 亿元，同比增长 10 %，实

现净利润 8,792 万元，同比增长 103%，主要系下属重庆高密工厂转亏为盈，PCB 产品毛利

同比增加了 3.34 个百分点。 

 

  

(一)主营业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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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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2,792,477.68  2,639,185,074.03  -19.95  

营业成本 1,906,987,384.34  2,466,575,273.04  -22.69  

销售费用 39,339,262.03  43,361,179.05  -9.28  

管理费用 68,504,033.45  72,971,097.18  -6.12  

财务费用 3,965,438.51  16,083,234.34  -75.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9,099,243.11  89,163,925.49  -177.5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0,191,328.47  -159,673,555.74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1,349,521.73  -59,913,017.84  不适用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 PC 及相关产品收入下降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减少，成本相应减少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内工资及商品运输费用减少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内人员减少使工资费用以及折旧费用减少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利息支出减少和汇兑损失转为汇兑收益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经营需要备货及应收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内购置固定资产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偿还借款 

 

2、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费用同比下降，公司主营业务 PCB 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PCB 业务实现

的净利润同比增加 10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加 146.72%。 

 

(二)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印 刷 电 路

板 
1,036,088,041.09 872,980,736.99 15.74 10.04 5.84 

增加了 3.34

个百分点 

电 脑 及 相

关产品 
981,895,483.54 963,398,195.80 1.88 -39.32 -38.88 

减少了 0.71

个百分点 

 

(三)核心竞争力分析 

    目前公司 PCB 业务方面拥有一站式产品服务和专业客户服务团队，满足工业、通讯、军

工等多领域行业应用，有效降低供应链管理和运营成本，并带来最大限度的供应柔性；产品

开发周期缩短，拥有国内最具实力的研究院和大批高素质的专职研究人员，为客户前端设计

提供最贴近工业生产的方案；具备业内领先的现代化生产设备和成熟的管理体系，为客户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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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从实验室-样品试验-批量生产的新技术转化平台；进行前沿技术合作，以研究院为载体，

大大提高新技术的工业化进度，客户合作开发多项重大应用型科研课题。公司矢志成为最受

尊敬的 PCB 服务商，竭力满足客户需求和愿望，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为客户创造最大

价值。 

      公司于 2014 年 5 月 31 日公告了拟收购方正宽带和方正国际 100%的议案。目前已经完

成国资部门评估备案，产权摘牌事项，按照有关协议，公司将以人民币 75,179.33 万元总价

款获得方正宽带 100%股权，将以人民币 82,333.46 万元总价款获得方正国际 100%股权。公

司在 IT 领域拥有较高的品牌知名度和号召力，收购完成后，公司会形成"PCB 元器件支撑移

动智能终端及通信网络---高速宽带接入支撑智能家居及智慧社区---五大行业解决方案支撑

智慧城市"的业务结构，本公司将转型成为致力于"智慧城市、智慧生活"软硬件解决方案的

综合服务商。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一） 本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 

（二） 本报告期无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董事长：易梅 

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8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