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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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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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权益分派实施时确定的股权登记日总股本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4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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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基信息 股票代码 00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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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芳 赵文瑜

办公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泉路59号院2号楼燕保大厦

6层证券部

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泉路59号院2号楼燕保大厦

6层证券部

电话 010-68249356 010-68249356

电子信箱 luofang@shijigroup.com any.zhao@shijigroup.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酒店、餐饮、零售、休闲娱乐等大消费行业信息管理系统软件的开发与销售、

系统集成、技术支持与服务业务，在中国星级酒店业信息管理系统市场和规模化零售业（客户年度营业

额1亿以上）信息管理系统市场居领先地位，在中国餐饮信息管理系统市场居相对领先地位。

1）在酒店信息系统业务领域，公司是目前国内最主要的酒店信息管理系统全面解决方案提供商之

一，现有主要产品：“石基数字饭（酒）店信息管理系统平台（IPHotel）” ，其集合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各

个子产品，其中含有支持多物业、多语言、多货币处理的、全面满足国际化专业酒店管理需求的基于公有

云的纯SaaS收费方式的酒店前台管理系统Cambridge和餐饮管理系统Infrasys� Cloud （公司代理

ORACLE� OPERA酒店前台管理系统和SIMPHONY餐饮管理系统的相关合同即将于2020年5月31日到

期后不再续约），公司专门针对酒店业开发的石基酒店财务管理系统Shiji� AC、采购/仓库/成本控制系统

Shiji� PICC、 人力资源系统Shiji� HRMS、 独立运营的石基在线酒店预订交易处理平台SDS-Shiji�

distribution� solutions� [原CHINAONLINE （畅联） 升级更名 ]、 酒店高尔夫及SPA信息系统

CONCEPT、 客户声誉管理和分析系统Review� Pro、IcePortal酒店视觉内容发布管理平台、SPS-Shiji�

Payment� Solutions�石基全球支付解决方案等。 此外公司还拥有专门从事酒店中央预订系统/会员管理

系统研发的控股子公司石基昆仑，专业从事支付产品开发与销售的全资子公司银石科技，专业从事酒店

开发咨询与顾问服务的控股子公司浩华；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杭州西软、广州万迅和航信华仪分别拥有满

足本土酒店需求的以“西软” 、“千里马” 、“华仪”为品牌的全套酒店信息管理系统。

针对中国本地酒店客户，石基的云PMS系列产品已经非常成熟，这包括面向中国高端酒店市场但倾

向于国际化管理运营模式的Cambridge云酒店管理系统， 也包括面向纯本土酒店管理集团的西软XMS

和千里马iPMS解决方案，这三大PMS解决方案都是基于云端的，能够帮助酒店集团实现更好的数据流动

和自上而下的管理；针对国际酒店集团客户，公司经过多年海外团队的自主研发，已经推出了新一代云架

构的企业级酒店信息系统平台，并在报告期内开始在欧洲少量酒店成功上线，得到客户较好的反馈，目前

尚待标杆型知名国际酒店集团认可。剔除只使用Oracle代理软件的客户，本报告期末，使用石基自主软件

的国内酒店客户总数依然超过13,000家， 公司自主酒店软件在中国五星级酒店市场的占有率约60%。

（至少使用了一种石基自主酒店软件）。

为了将公司高端酒店信息系统业务向境外市场拓展，公司在亚太、欧洲和北美三大区域设立了和收

购了一系列境外子公司， 包括Shiji� (US) � Ltd.（ 石基美国）、Shiji� GmbH （ 石基欧洲）、Shiji�

Deutschland� GmbH（ 石基德国）、Shiji� (Singapore)� Pte.� Ltd.（ 石基新加坡）、Shiji� Information�

(Hongkong)� Limited(石基信息技术香港)、Shiji(� Macau)� Limited（ 石基澳门）、Shiji(Australia)Pty�

Ltd.（石基澳大利亚）、Shiji� Malaysia� Sdn� Bhd（石基马来西亚）、Shiji� Japan株式会社 （ 石基日

本）、Shiji� Middle� East-FZ� LLC （ 石基中东）、Shiji (� Thailand) � Limited （ 石基泰国）、Shiji�

Slovakia� s.r.o（石基斯洛伐克）、Shiji� (India)� LLP（石基印度），以及2019年新增设立和收购的Shiji(�

Canada)� Inc.（石基加拿大）、Shiji� Vietnam� Limited� Liablity� Company（ 石基越南）、Shiji� Korea�

Ltd（石基韩国）、Shiji� Denmark� ApS（石基丹麦）、Shiji�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A.（ 石基西

班牙）、Shiji� (UK)� Ltd.（石基英国）；并已在美国亚特兰大、华盛顿、迈阿密开设了一系列办公室。

2）在餐饮信息系统业务领域，公司拥有自主开发的INFRASYS品牌面向全球高端酒店、餐饮及高端

连锁社会餐饮客户，控股子公司正品贵德主要面向国内大型快餐连锁，控股子公司思迅软件面向餐饮全

业态包括连锁餐饮、大型中餐餐饮、西餐咖啡厅，以及酒店、会所等众多业态的信息管理软件系列产品。

3）在零售信息系统业务领域，公司已经成为中国整个零售业信息系统的领导者，可为整个中国零售

业提供从低端到高端，从个体便利店到大型连锁商超乃至覆盖所有零售业态的信息系统解决方案。 公司

拥有从事标准化零售信息系统业务的控股子公司思迅软件，以及从事规模化零售信息系统业务的控股子

公司石基零售及其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石基大商、长益科技、富基信息、上海时运、广州合光和其参股

子公司科传控股。

4）在旅游休闲信息系统业务领域，由公司控股子公司银科环企致力于为大型主题公园、景区旅游小

镇等复合型业态文化旅游目的地提供整体信息化管理解决方案，在中国大型主题公园和集团化大型旅游

目的地项目市场居领先地位。

除上述软件开发销售与技术服务业务以外，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电器件负责与公司软件配套的硬件销

售业务，包括收银机、打印机等全系列商用硬件的集中采购与销售。 此外，公司于2019年2月28日控股的

海信智能商用负责从事公司自主品牌的智能商用硬件设备生产，是国内最大的商用硬件生产商，主要提

供POS机、金融机具和自助设备，同时也提供部分商用软件。

（2）公司的经营方式与盈利模式

1）软件开发销售与技术服务业务

公司是目前国内最主要的酒店信息管理系统全面解决方案提供商之一，在餐饮信息管理系统、零售

信息管理系统、支付系统方面居于市场领先地位。公司传统的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务按其具体内容、工作

重点、项目实施阶段等方面的不同，可以划分为软件开发与销售、系统集成、技术支持与服务等三类业务，

上述三类业务主要以向酒店用户、餐饮企业用户、零售行业及休闲娱乐行业用户提供信息化全面解决方

案的方式开展，且上述三类业务相互交织、密不可分。

公司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务的主要经营方式以及传统盈利模式可以概括为：以“信息管理系统工程

项目”合同、“软件销售合同”等方式，向酒店、餐饮、零售等不同行业类型的用户提供信息管理系统全面

解决方案。 公司通过构建硬件和软件应用平台，向用户收取“信息管理系统工程项目” 合同款、“软件销

售” 合同款，实现收入与盈利；在为客户提供信息管理系统全面解决方案之后，以“技术支持服务合同”的

方式长期为客户提供产品升级、软硬件维护等服务，并通过收取“技术支持与服务” 合同款，实现收入与

盈利。

从2017年起，随着公司国际化和平台化业务的发展，公司部分业务收入（以海外的业务为主）模式开

始从传统的软件、硬件和维护收入转为“软件即服务”的SaaS服务收入。 软件通过订阅的方式收取费用，

基于云SaaS解决方案的利润实现以规模经济为中心。跨客户的多租户托管环境和标准化解决方案允许较

低的增量成本来托管、支持和提供新客户。 当客户达到一定数量后，公司就可以减少销售和开发费用占

比，并获得更高的利润。公司在零售业和休闲娱乐业信息系统业务未来也将跟随公司在酒店、餐饮业的转

型步伐，逐步转向平台化和SaaS订阅付费方式。

公司在酒店和餐饮业的云转型目前可以概括为三个层次，首先是酒店和酒店集团之上的基于大数据

的应用服务，例如声誉管理、客户需求管理等实现云转型；其次是酒店餐饮管理系统、后台系统等原来与

集团系统连接不紧密的系统全面转向公有云；最后是酒店前台管理系统全面转向公有云。 这三个层面的

云系统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并最终在数据和应用平台层面完成集成，公司在这三个层面都已经进行了

多年的全球布局与产品研发，首先是基于大数据的应用云服务目前处于全球相对领先地位；其次是新一

代云餐饮管理系统已陆续获得超过十家知名酒店集团的严格测试与评标认证，并在这些集团中不断拓展

上线，成为全球主要酒店餐饮信息系统提供商之一，产品和技术处于全球酒店行业相对领先地位；最后是

新一代云架构的企业级酒店信息系统管理平台的研发和测试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并已开始在欧洲少量

酒店正式上线，获得客户较好反馈，尚待行业标杆型国际知名酒店集团的认可；目前以SAAS付费方式使

用公司以上云服务的酒店用户大部分位于欧洲和美国，公司SAAS服务收入已经实现高速增长，成果初

显。

2）商品批发与贸易业务

公司的商品批发销售业务主要集中在中电器件，整个经营流程涉及采购、仓储、销售等环节。 采购环

节中，中电器件选择生产厂商确定代理关系，定期根据经营实际情况向供应商采购；仓储环节中，中电器

件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设立了仓库；销售环节中，中电器件的主要销售模式为通过自身业务部门进行

直销，以及通过自有网络及经销商进行分销。 中电器件在国内八大区域建立了销售及服务平台。

3）自主智能商用设备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的自主智能商用设备业务主要集中在控股子公司海信智能商用。该子公司负责生产、

制造、销售多种商用硬件设备和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可适用于各种商业业态，包括为石基大消费生态圈

的酒店、餐饮、零售等行业的软件用户提供与软件紧密结合优化的配套硬件，在国内商用收款机品牌市场

居领先地位。 该子公司的收入类型包括产品收入（POS产品、金融POS产品、彩票机等）、项目软件收入、

项目硬件收入、项目服务费收入等。

（3）行业发展态势与行业地位

1）行业发展态势分析及应对措施

①长期来看中国大消费行业发展空间仍然较大

2020年一季度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使国内很多行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因疫情防控、消费需

求下降等原因造成大消费行业的经营压力。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国内经济的“稳增长”仍然是经济政策的

重要目标，随着疫情的有效防控，中国市场消费升级与产业升级仍然具有较大潜力。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至2019年十年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2009年的13.3万

亿元增长至2019年的约41.2万亿元，十年复合增速超过10%。 消费作为经济增长主动力作用进一步巩固，

2019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7.8%，居民消费升级提质。 消费升级为大消费行

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亦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②疫情时代后消费复苏，旅游产业仍将是战略性支柱产业

我国近些年陆续发布了多项政策，支持旅游业发展，包括《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国

发[2009]41�号）、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关于金融支持旅游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银发〔2012〕

32�号）、《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年）》（国办发〔2013〕 10�号）、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

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 31�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

意见》（国办发〔2015〕 62� 号）、交通运输部等六部门《关于促进交通运输与旅游融合发展的若干意

见》（交规划发[2017]24�号）等政策文件，为旅游业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旅游业已成为

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幸福产业。 从旅游产业来看，中国的经济转型和消

费升级将为品牌酒店连锁酒店提供巨大的市场空间。 虽然此次疫情对旅游产业造成的影响巨大，在后疫

情时代受国家政策、消费习惯的影响，旅游行业仍然将继续成为国民生产总值中不可取代的部分。

与旅游产业紧密联系的酒店行业，疫情的影响短期来看会造成部分中小酒店经营现金流断裂，但是

长远来看有助于酒店行业重新洗牌整合，或许将会淘汰末端的低质产品，但更有利于提升酒店业对质的

要求，进一步催化整体行业品质的提升，同时或将加速促进行业内的集中化发展及连锁化发展。鉴于连锁

酒店集团较高的抗风险能力，未来或将使头部酒店的话语权加大。 行业集中化及连锁化运营的发展趋势

将有利于公司在中高端市场竞争优势的发挥。 同时在疫情的影响下，迫使酒店积极创新，从困难中求生

存，在危机中寻机遇。公司也在积极应对疫情的同时，坚持以客户为本，以客户需求为首要需求，通过积极

增强创新能力、采用对客户适当减免的政策、为客户提供有价值的咨询等措施，切实帮助客户克服疫情。

零售行业：实体零售是商品流通的重要基础，销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90%左右，但近年来，受经

营成本攀升、消费需求结构变化、网络零售快速发展等诸多因素影响，实体零售主要指标增速回落，部分

企业经营困难，关店现象频繁发生，同时突然爆发的疫情更加重了实体零售的艰难境况。结合2016年底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实体零售创新转型的意见》及短期内零售行业遇到的经营困难，“无接触式

消费” 、“线上消费”成为疫情时期新的增长机会，长期来看，促进线上线下融合、发挥线上线下的协同效

应、线上线下消费转换等仍将是零售行业需要创新突破的思考点。

疫情期间公司内外兼修，对内通过加大产品研发投入和员工培训，对外积极响应客户的需求，通过发

挥技术优势、客户优势等为客户提供有价值的服务产品。

③酒店、餐饮、零售等大消费行业当前处于升级转型期

虽然大消费行业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受中国经济结构深度调整和增速放缓的影响，中国大消

费行业处在升级转型期。

酒店、餐饮行业告别粗放增长的时代，进入了回归产品和服务本质的全新发展时期。 从行业创新来

看，当前酒店、餐饮业正进入调整期，酒店的管理模式、产品模式、市场模式都在进行根本性和结构性变

革。从市场环境来说，品牌创新将进入高速爆发期，品牌取代星级成为市场标杆。从产品模式来说，企业将

更多地研究目标市场消费需求，重新组合酒店提供的服务和设施，消费者需要的部分将被更加重视，而消

费者不需要的部分则会被弱化。而互联网大数据、移动信息科技技术时代的来临，为酒店和餐饮信息化市

场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新的拓展空间。

中国零售业无论从产品和经营模式都正在迎来互联网的巨大冲击，消费升级趋势明显，品牌和商品

信息能通过网络更加容易地传播到消费者，传统零售业基于从生产者到最终消费者之间各个环节信息不

对称所建立起来的商业模式正在被瓦解和颠覆，实体零售店必须且必然会与互联网融为一体利用其服务

优势参与到新的商业零售的重构中来，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只是工具，最终洗牌后的商业主角还将以实体

店为依托，实体店通过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将继续成为商品和服务交易的核心环节。

为此，公司从多年以来一直非常关注酒店、餐饮、零售等旅游消费行业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方向，

并依赖对行业的前瞻性判断，较早地投资于下一代酒店信息系统、餐饮信息系统和零售信息系统的研发，

以便在未来新一代信息技术变革的过程中继续掌握主动权。

④云计算技术是新一代酒店、餐饮和零售业信息系统技术发展方向

从信息化行业的技术发展趋势来看，以云计算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管理系统将成为未来酒店、餐饮

及零售信息系统的发展趋势。 基于云的信息系统不仅简化了实施部署和培训，使得优秀的信息系统可以

快速得到推广和普及，更重要的是，基于云的信息系统有助于公司最终建立覆盖酒店、餐饮、零售的整个

消费信息服务平台和数据平台。公司在云酒店和餐饮信息系统方面已经投入多年并成功地被一定规模的

用户所使用，特别是公司下一代的云餐饮信息管理系统已经开始获得超过10家知名酒店集团认可。 公司

希望借助酒店业的经验，利用投资控股零售企业的专业人才优势，通过数据平台和开发云平台的建立，实

现公司在新一代基于云的零售信息系统的领导地位。

⑤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强化了平台化和直连技术在大消费行业信息化发展中的应用需求

从我国酒店行业信息化发展来看，我国酒店的管理系统建设滞后导致酒店预订目前主要依靠人工参

与完成，直连应用仍存在巨大发展空间。拥有直连技术后，通过预订网站产生的预订数据将直接写入到酒

店信息管理系统之中，而预订网站也能够实时或者定时读取酒店信息管理系统的数据。一方面，直连能够

简化预订流程、缩短预订时间；另一方面，直连降低了人为错误的可能性，因此直连技术能够提升预订行

业的效率，降低成本。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将强化直连需求。 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导致越来越多的客户通过手机应用

APP来实现吃住行购娱等所有消费的预订和购买，成为推动直连需求及酒店、餐饮、零售娱乐信息系统平

台化的又一重要因素。一方面，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们更改旅行计划将更为容易，越来越多的用户放弃了提

前预订，而是在住宿需求确定后（比如抵达旅行目的地后）才开始预订房间；这就要求旅客的订单必须迅

速得到确认，必将推动直连的发展；另一方面，移动互联网用户对体验的要求更为苛刻，希望从离家出发

到旅行归来的整个旅程包括从航班选位，入住酒店的所有过程（包括预订、选房、入住、支付、离店优惠

券，本地交通预订与安排、订餐、购物和休闲娱乐等）都能在手机上或手机的帮助下完成，满足其需求的

唯一方式是实现整个消费行业信息系统的平台化并实现自动直连。

为此， 公司一直将基于直连技术的平台化战略作为公司实现转型的重要途径， 利用自身在酒店、餐

饮、零售信息系统行业取得的优势地位，目前正致力于从预订和支付这两个环节延伸打造基于畅联直连

技术的预订平台和基于一体化直连技术的支付平台。

2）公司在酒店、餐饮及零售信息系统行业的地位

目前，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酒店行业的强势地位并未发生根本改变。 在中国现有的五星级酒店

中，本土酒店品牌仅占不到三分之一。 在目前国内已有的星级酒店中，连锁酒店仅占10%左右，国际连锁

酒店数量更少，大部分是管理水平较低的单体酒店，星级酒店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均远远不能满足高速

发展的中国旅游业的需求。 因此，经营连锁化、运营信息化是我国旅游酒店业提升服务质量、提高经营效

益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国旅游酒店业近几年的发展趋势。经营连锁化、运营信息化必然对酒店的信息管理

系统提出更高的技术先进性、运行可靠性、系统扩展性要求。

由于公司很早就预判到了以云计算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管理系统将成为未来酒店、餐饮及零售信息

系统的发展趋势，公司在取得中国酒店信息系统行业的领先地位之后一直试图通过多种手段希望在下一

代酒店信息技术变革到来时继续引领行业的发展。 2015年12月，公司启动了国际化业务进程。 通过公司

过去多年在海外较大规模的研发投入使得公司目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酒店信息系统产品能够满足全

球国际化连锁酒店的要求， 公司的产品与服务在上述各方面相比于其他市场参与主体具有显著的优势，

行业与市场的发展将有利于公司各项竞争优势的充分发挥，公司目前正处于向平台化和国际化转型的关

键时期，公司期望通过产品、技术和服务的先发优势，来实现这次转型。 公司与ORACLE公司的酒店产品

代理合同将于2020年5月31日到期不再续约，此后公司将集中资源继续完善新一代云架构的企业级酒店

信息系统的应用优化，将从人力资源、市场宣传等多方面专注于新一代云架构的企业级酒店信息系统的

全球落地，加速公司国际化转型的步伐，力争在新一轮的市场竞争中占据全球主导地位。

即使公司从2020年6月1日起不再代理ORACLE公司的酒店前台管理系统和餐饮管理系统， 公司仍

是目前国内最主要的酒店信息管理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之一，能够为从高星级到较低星级直至经济型连

锁酒店提供自主知识产权的全套完整的解决方案，其中包括：含有支持多物业、多语言、多货币处理的、全

面满足国际化专业酒店管理需求的基于公有云的纯SaaS收费方式的酒店前台管理系统Cambridge和餐

饮管理系统Infrasys� Cloud；公司的中央预订系统（CRS）也已经成为国内中高星级酒店集团的主要选

择之一，为中国酒店连锁化运营做好了技术准备；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杭州西软、广州万迅和航信华仪分别

拥有满足本土酒店需求的以“西软” 、“千里马” 、“华仪”为品牌的全套酒店信息管理系统。 其中杭州西

软是国内单体酒店客户数量最多的公司，在华东地区所有星级酒店占有50%以上份额，具有相对的区域

控制优势。 本地化酒店信息管理系统领域现阶段主要的竞争对手有北京众荟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别样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盟广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杭州绿云科技有限公司等众多公司。

不考虑仅使用ORACLE代理产品而未使用任何石基软件的客户， 目前石基在国内的酒店客户总量

依然超过13,000家，在中国高星级酒店市场居领先地位。

在餐饮信息化行业高度分散的局势下，公司通过有效整合旗下四大品牌，中高端、连锁餐饮用户数量

已超过1万家，标准化餐饮用户约20万家，无论在中高端及连锁餐饮市场还是在整个餐饮信息化市场的占

有率均处于相对领先水平。

对于零售信息化市场，多年以来竞争激烈。 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主要通过旗下控股的长益科技、富

基信息、思迅软件及海信智能商用，累计零售客户总量约60万家，占中国规模化零售行业客户群的6-7

成，通过整合与加大下一代产品的研发投入，公司有望在零售业取得与酒店业相同的领导地位。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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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年

营业收入 3,662,540,116.40 3,097,519,391.45 18.24% 2,961,186,590.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8,017,553.68 463,482,459.69 -20.60% 419,028,697.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334,324,158.19 412,310,624.39 -18.91% 390,403,534.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8,066,977.15 499,339,508.47 5.75% 513,062,230.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 0.43 -20.93% 0.3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 0.43 -20.93% 0.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0% 6.83% -2.43% 8.64%

2019年末 2018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年末

资产总额 10,906,820,850.71 10,228,255,474.94 6.63% 6,787,524,575.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613,959,639.61 8,309,225,315.33 3.67% 5,251,402,125.9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701,308,267.40 815,106,854.21 920,476,581.53 1,225,648,413.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2,916,620.42 135,477,885.60 113,349,839.83 46,273,207.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6,553,060.98 136,433,886.22 110,455,741.39 20,881,469.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9,797,217.58 272,193,505.73 -115,064,626.88 510,735,315.8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6,084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3,919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

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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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仲初 境内自然人 54.62% 584,236,800 438,177,600 无 0

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04% 139,428,753 139,428,753 无 0

焦梅荣 境内自然人 3.62% 38,700,720 0 无 0

北京业勤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2% 36,600,000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1.68% 18,010,800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63% 17,477,804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东方红沪港深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4% 10,005,412 0 无 0

陈国强 境内自然人 0.88% 9,375,625 0 无 0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兴享进取景林1号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85% 9,130,565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其他 0.84% 8,969,084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股东焦梅荣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李仲初之岳母，李仲初持有本公司54.62%的股份，焦梅荣持有

本公司3.62%的股份。与有限售条件的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未知其

他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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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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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以来，受中国整体经济下行压力上升，中美经贸摩擦等外部不利因素影响，国内消费增速出现

持续疲软；除宏观经济间接影响外，公司处于酒店餐饮业代理竞争加剧的市场环境中，总体在外部环境不

利的影响下，公司坚持顺应下一代信息技术发展的方向，坚持平台化与国际化两大长远发展方向不变，继

续加大海外国际化业务投入，加快公司国际化进程的步伐，公司2019年度总体业务收入实现稳定增长，但

净利润有所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速推进国际化和平台化战略落地，通过继续完善自身产品以满足客户需求为

导向，加大在海外的研发、销售、和运营等投入，在美国、欧洲、中东、日本及亚太地区共计超过20个核心城

市已开设了石基的办公室并正式开展业务，基本完成了石基的全球化研发、销售和服务网络的建设，境外

国际化业务团队人数超过1000人；继新一代云平台POS系统获得超过十家知名酒店集团认可并不断拓展

上线之后， 新一代云平台架构的企业级酒店信息系统的研发和测试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并开始正式上

线；国际化业务收入实现快速增长，成果初显；此外，公司实现控股国内领先的硬件解决方案提供商青岛

海信智能商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希望为酒店、餐饮、零售等整个大消费行业提供引领行业变革的满足未

来需求的软硬件紧密结合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66,254.01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8.24%；实现利润总额49,362.17万

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8.7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36,801.76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0.60%。

报告期内，公司各项主要业务经营情况如下：

（1）酒店信息系统业务及咨询服务业务

公司酒店信息系统及相关业务主要由以下子公司开展：母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石基、上海石基、北

海石基、石基信息技术（香港）、石基新加坡、石基美国、石基欧洲等开展国际化高星级酒店的信息系统业

务；全资子公司杭州西软、广州万迅和航信华仪开展本地中高档星级酒店信息系统业务；控股子公司石基

昆仑则专注于酒店会员管理系统、客户关系管理系统与中央预订系统（CRS）业务；石基西班牙为酒店提

供声誉评价及管理解决方案；浩华从事酒店管理顾问与咨询业务。

1.1�传统高星级酒店信息系统业务

报告期内， 公司完成新建传统国际高星级酒店信息系统项目124个， 新签技术支持与服务用户126

个，签订技术支持与服务合同的用户数达到1645家。

1.2�杭州西软

报告期内，杭州西软新增用户638家，报告期末杭州西软酒店总用户数为8123家。 2019年，杭州西软

的云产品和移动产品用户发展稳定，新签合同中云平台的XMS版本占比61%，产品研发方面以云产品和

移动产品优先，增强了综合性景区一站式目的地旅游和公寓型酒店的支持。

1.3�广州万迅

报告期内，广州万迅新增客户173家，报告期末酒店客户总数4187家，新增用户中云系统用户的比例

达30%，产品研发和推广方面着力为酒店集团打造综合云平台，还推出了云端的工单任务平台及钉钉版

云PMS。

1.4�航信华仪

报告期内，航信华仪除继续对原有PMS酒店管理系统进行优化外，已与西软移动周边产品基本完成

对接，后期将以维护和升级为主。 报告期末，航信华仪酒店用户总数729家。

1.5�石基昆仑

报告期内，石基昆仑新增酒店用户96家，酒店用户总数达到1383家；石基昆仑Smart系列产品在国内

高端酒店累计用户突破1300余家，同时，石基昆仑配合集团战略持续开拓境外市场，目前境外市场酒店用

户超过60家。 2019年度，石基昆仑中央预订系统（CRS）和集团版会员系统（LPS）由原来侧重于酒店业

态向支持多种业态升级，已在多家大型多业态客户的项目上成功落地；发布了适用于酒店集团和单体酒

店的行业数据业务解决方案石基昆仑数据平台系统（KDI）。

1.6�国际化酒店及餐饮信息系统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通过子公司石基信息技术（香港）、石基新加坡、石基美国、石基欧洲及其下属超

过20个子公司分别承担公司大陆地区以外全球各区域的国际化酒店及餐饮信息系统业务。 其中，石基欧

洲已经合并了下属子公司Snapshot、AC� Project� GmbH及石基德国的业务， 致力于全新一代酒店云平

台产品的研发和推广。

报告期内， 公司国际化酒店及餐饮信息系统业务收入以SAAS业务收入为主。 不计私有云和HOST

（托管）方式软件收入，公司SAAS业务实现2019年度可重复订阅费（ARR）26,213.17万元，相比2018年

度ARR� 18,520.73�万元增长41.5%；报告期末企业客户（最终用户）门店总数约7.7万家，平均续费率超

过90%。

报告期内，公司新一代云餐饮管理系统Infrasys� Cloud发展迅速，已经成功成为洲际、凯悦、半岛、九

龙仓、千禧、泛太平洋、万达、长隆、红树林、澳门四大赌场酒店集团、香港文华东方等超过十个知名酒店集

团的标准，并在这些集团中不断拓展上线，截至报告期末，云POS产品累计上线总客户数达1455家酒店及

餐厅。

报告期内，公司新一代云架构的企业级酒店信息系统的研发和测试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并已开始

在欧洲少量酒店正式上线，获得客户较好反馈，尚待行业标杆型国际知名酒店集团的认可。

1.7�浩华

报告期内，控股子公司浩华作为能够为酒店及休闲旅游业提供整体咨询解决方案的专业咨询顾问服

务提供商，仍然保持其市场领导地位。 截至报告期末，共实施150个项目，其中至少63%来自新客户，大约

65%为中国企业客户，其余的为亚洲企业客户。

（2）餐饮信息系统业务

报告期内，石基信息技术（香港）有限公司同时从事酒店及高端社会餐饮信息系统业务，控股子公司

上海正品贵德开展中高端、连锁餐饮行业的信息系统业务，控股子公司思迅软件开展标准化餐饮信息系

统业务。

2.1�石基信息技术（香港）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石基信息技术 （香港） 专注于打造SaaS结构的互联网餐饮生态环境， 基于Shiji�

Cloud� POS、 OGS、Shiji� Payment� Gateway三大平台，不断优化线上线下系统业务流程，其Infrasys�

Cloud云POS产品不仅面向酒店客户也同时适用于高端社会餐饮用户。

2.2�正品贵德

2019年正品贵德新增客户605家，客户总数超过11000家，在连锁餐饮及供应链应用领域继续保持行

业优势地位。 报告期内，正品贵德新研发的SaaS版G10供应链产品、SaaS版正品CRM会员管理系统全面

推向市场，已在知味观等客户中应用。同时，正品贵德还与追溯云联合打造针对连锁餐饮企业的可追溯餐

饮供应链解决方案。

（3）零售信息系统业务

通过公司内部重组，公司已将旗下所持从事规模化零售信息系统业务的子公司长益科技、北京富基

融通科技有限公司（已更名为石基大商信息）、上海时运、广州合光和科传控股等公司的股权全部转由石

基零售直接或间接持有。 目前Alibaba� SJ� Investment� Limted（阿里SJ投资）持有石基零售38%股权，

为石基零售第二大股东。

3.1�北京富基

石基大商下属子公司富基信息仍为中国快速增长的消费品及零售行业软件和解决方案提供商、移动

互联网业务的推动者，其在中国零售和消费品解决方案市场的占有率始终维持领先地位。报告期内，富基

新增客户门店数量440家，有效客户总门店数量29488家，集团客户总数量690家；报告期内，富基基于微

服务架构的核心新产品继续集中开发并已签约试点客户。未来在新零售的战略下，依然会在聚合营销、聚

合支付、全渠道业务及智能POS相关产品上加大研发力度。

3.2�长益科技

长益科技仍专注于流通行业信息化全面解决方案，其业务涉及零售、分销、物流、电子商务等流通业

各个领域，可提供从供应端到销售端的全方位一体化解决方案。报告期内，公司新增客户门店数128家，门

店总数5,891家；报告期内，基于主流云架构部署及移动应用，长益发布了全新的产品线；积极进行Saas

化产品、移动应用产品的设计研发，针对大数据产品应用的研发，为零售企业搭建数字化运营平台；在创

新应用方面，长益与阿里平台合作，实践阿里新零售模式，打造企业会员生态体系，实现全渠道数字化营

销场景。

3.3�上海时运

上海时运主要业务包括商业零售管理系统的自主研发以及国外POS产品的开发及实施。 报告期内新

增客户2个，累计客户数25个，新增店铺数60个。 报告期内，上海时运接手石基集团电子发票中台系统，负

责该中台系统的功能研发和项目实施，同时逐步升级和完善现有产品的技术架构，升级产品以促进更多

项目落地。

3.4广州合光

广州合光为一家为零售商提供信息软件和服务的SaaS服务公司。 广州合光的软件产品是基于云架

构、微服务而设计的可应用于新零售模式的软件产品，可支撑零售商们线上线下、异业联盟以及新技术应

用等经营发展。 报告期内，广州合光的软件产品云POS正在市场上做验证完善，未来将在整个石基零售体

系下的客户中推广应用。

3.5�思迅软件

思迅软件专注于为零售、餐饮、娱乐行业提供标准化解决方案，报告期内，思迅软件整体业务呈上升

趋势，超市、便利店等行业产品销售及服务持续增长，同时支付服务、O2O等业务收入增长较快，传统软件

业务新增用户数78,400家；全资子公司思迅网络的SaaS业务报告期内新增用户约15,000个。

（4）分销与数据业务

4.1�畅联业务

报告期内，畅联进一步推进直连在集团／酒店与多种类型渠道合作中的应用，技术功能升级换代，业

务拓展范围扩大，2019年畅联有效直连产量超过948万间夜，比上年同期产量同比增长38.8%。

①酒店分销方面，畅联业务全球化使直连应用的业务场景更加丰富，客户无论是供应商还是需求商

都更加国际化和多元化，客户遍及亚洲、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 2019年共完成140多个项目，其中有40%

以上是跨国项目。 报告期末直连酒店增加到了约2.4万家。

②2019年畅联进一步完善和增强了智能落地平台， 研发出了基于实时交易数据的动态智能调频功

能，在提高直连效果的同时优化了网络资源和服务器资源的利用。在酒店房价，房态与库存数据推送平台

上，实现了酒店级别、产品级别按照时序准确控制。

③战略合作方面，畅联继续巩固与战略合作伙伴飞猪的深入合作，国内国际集团直连合作不断增加，

此外还新增了与国际大型批发商的直连合作尝试，2019年完成与Saltours和Illusions两大国际批发商

34,000多家酒店的直连。

4.2�石基商用

石基商用致力于零售行业内零售商和供货商之间的协同工作的解决方案。主要产品是以SaaS模式运

行的零供协作云平台。 服务的零售企业包括百货和超市两种业态。 零供协作平台给零售商和供货商提供

协同工作服务，包括ERP经营数据的查询，各种单据的制作审核，信息员管理，费用管理，发票管理，结算

管理，财结一体等，功能涉及ERP、财务、发票、人事、OA工作流。 截止报告期末，该平台有60多家零售集

团，约900家单店，约3万家供货商。

4.3�宝库在线

宝库在线为基于云端的企业差旅费控及差旅供应链管理平台，向企业采购方和差旅供应商提供交易

管理SaaS服务，同时向航空公司提供大客户直销系统及技术服务、向TMC提供企业客户销售管理系统。

报告期末，宝库在线重点客户307家，全年处理订单112.16万张，酒店订单同比增长106%。

5、支付业务

5.1南京银石

南京银石专门从事支付领域的软件产品开发和技术服务工作，目前支付产品和解决方案适用范围涵

盖了酒店、餐饮、百货零售、旅游景区等行业。 银石产品还包括预付费卡后台主机系统以及支付转接平台

和增值业务系统，目前都得到广泛的应用。 南京银石也开发了石基支付平台，为商户提供集银行卡、预付

卡、支付宝、微信等支付方式于一体的全方位、一体化的支付解决方案，满足商户更安全、更方便，更准确

的支付受理需求。

报告期内，南京银石新增立项1,045个，其中软件产品类项目547个，技术服务类项目371个，支付平

台及SaaS类项目93个，纯硬件销售项目34个。 报告期内，南京银石新增软件服务类客户数量435个，截止

报告期末软件服务类客户总数为 2,685个；支付平台及SaaS业务新增客户数量631个，截止报告期末平

台服务客户2,891个，新增门店9,888个，门店总数达到53,702个。

报告期内，南京银石酒店银行卡收单一体化（PGS）业务新开通酒店90家，报告期末酒店用户合计

1421家，其中开通DCC交易的酒店商户757家。

6、旅游休闲信息系统业务

6.1� Galasys

银科环企一直致力于为大型主题公园、景区旅游小镇等复合型业态文化旅游目的地提供整体信息化

管理解决方案。 报告期内，银科环企新增客户数量为28个，累计客户数量逾390个；同时，银科环企已基本

完成新SaaS模式旅游目的地平台的研发工作，并已经在个别项目上线实施。

7、第三方硬件配套业务

7.1�中电器件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电器件的主营业务为石基信息软件业务所配套的第三方硬件业务。 报告期内，中

电器件强调各代理品牌的复合化销售，争取开拓高增长、高附加值的新业务，与传统业务相结合，形成相

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2019年中电器件交易客户3,691家，其中新增加客户（新客户）1,491家。

8、自主智能商用设备业务

8.1�海信智能商用

2019年2月底，公司全资子公司石基商用完成收购海信智能商用57.75%的股权。 交割完成后，公司合

计持有海信智能商用82.75%的股权。 海信智能商用专业从事商业信息化系统整体解决方案建设，为企业

用户提供软件、硬件、咨询、运维及各类终端产品等综合信息化解决方案。 智能商用商业信息系统解决方

案覆盖了商业软件、商用收款机、金融支付、体育彩票终端等产业，已连续多年位居国内POS机品牌市场

占有率第一。 报告期内商业硬件客户新增门店31,000家，报告期末商业硬件客户门店总数约37万家；报

告期内商业软件类客户新增门店6000家，报告期末软件客户门店总数约21万家。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同

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酒店信息管理

系统业务

1,104,544,031.11 661,521,469.70 59.89% 4.01% -7.34% -7.34%

社会餐饮信息

管理系统业务

101,755,524.76 71,134,139.58 69.91% 12.30% 14.18% 1.15%

支付系统业务 138,544,352.75 107,601,029.55 77.67% 23.82% 14.95% -5.99%

商业流通管理

系统业务

664,703,935.21 436,992,541.96 65.74% 5.20% 0.44% -3.12%

旅游休闲系统

业务

45,761,506.59 29,585,375.48 64.65% 15.06% 8.97% -3.62%

第三方硬件配

套业务

1,091,640,620.27 112,289,038.56 10.29% -5.09% 114.54% 5.74%

自有智能商用

设备

496,110,358.85 165,630,808.09 33.39% 100.00% 100.00% 3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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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

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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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1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①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

注

新金融工具准则：本集团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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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期保值》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合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第 六 届 董 事 会

2019年第一次临

时会议

注

1

财务报表格式修订： 本集团编制2019年年度财务报表已执行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颁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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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财政部于2019年9月19日颁布的《关于修订印

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

注

2

《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

注

3

《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 -

注1：新金融工具准则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相关规定，本集团对于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2019年年初留存收

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不调整比较财务报表数据。 于2019年1月1日，本集团对财务报表中金

融资产按照原金融工具准则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的结果对比表：

单位：元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科目

计量类

别

账面价值（元） 科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元）

货币资金

摊 余 成

本

5,767,644,803.85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5,767,644,803.85

交易性金融资

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0.00

应收账款

摊 余 成

本

465,204,002.88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465,204,002.88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

0.00

其他应收款

摊 余 成

本

45,835,148.08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45,835,148.08

其他流动资

产

摊 余 成

本

231,560,986.58

交易性金融资

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97,250,000.00

其他流动资产 摊余成本 134,310,986.58

注2：会计报表披露格式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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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企

业会计准则实施中的有关情况，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本集团已按要求执行该通知，并按

照通知的衔接规定对比较财务报表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项目 新文件报表名称 旧文件报表名称 变化情况

资产负债表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应收款项

融资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项目归至“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应收款项融资”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归至“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

本集团据此将可比期间的受重要影响的项目名称和金额调整内容列示如下：

单位：元

项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应收账款 0.00 465,204,002.88 465,204,002.88

应收票据 0.00 1,467,000.00 1,467,000.00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466,671,002.88 -466,671,002.88 0.00

应付账款 0.00 135,483,875.06 135,483,875.06

应付票据 0.00 14,624,355.66 14,624,355.66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50,108,230.72 -150,108,230.72 0.00

注3：本集团因执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及债务重组准则采用未来适用法，在报告期本集团未发生

非货币资产交换及债务重组事项，因执行相应准则对本集团无影响。

②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2019年1月17日，本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2019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估计

变更的议案》，同意相关会计估计变更。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a、会计估计变更的原因

随着集团业务发展，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间的往来较为频繁。为客观、公正的反映个别报表的财务状

况，简化集团与各子公司之间的核算流程，集团将变更应收款项计提损失准备的会计估计，对合并范围内

公司间形成的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划分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关联方组合，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测试后未

减值的不计提损失准备；测试后有客观证据表明可能发生了减值，按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

价值的差额计提损失准备，计入当期损益。

b、变更前后采用的会计估计对比

项目

变更前坏账政策 变更后坏账政策

计提方法 计提比例 计提方法 计提比例

内部关联方组合 余额百分比法 5% 参见附注“四、10” 0%

注：上述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对合并报表净利润影响金额为0.00元，对母公司净资产影响

金额为120,520,684.79元。 ； 对合并净资产影响金额为0.00元； 对母公司净资产影响金额为120,520,

684.79元。

1.2� 2019年（首次）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1）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月1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 — —

货币资金 5,767,644,803.85 5,767,644,803.85 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0.00 97,250,000.00 97,250,000.00

应收票据 1,467,000.00 1,467,000.00 0.00

应收账款 465,204,002.88 465,204,002.88 0.00

预付款项 50,454,415.43 50,454,415.43 0.00

其他应收款 112,994,984.90 112,994,984.90 0.00

其中：应收利息 67,159,836.82 67,159,836.82 0.00

应收股利 0.00 0.00 0.00

存货 332,529,942.87 332,529,942.87 0.00

其他流动资产 231,560,986.58 134,310,986.58 -97,250,000.00

流动资产合计 6,961,856,136.51 6,961,856,136.51 0.00

非流动资产：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206,655.79 0.00 -3,206,655.79

长期股权投资 426,420,725.56 426,420,725.56 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0.00 3,206,655.79 3,206,655.79

投资性房地产 52,245,113.70 52,245,113.70 0.00

固定资产 320,198,940.86 320,198,940.86 0.00

在建工程 80,128,551.80 80,128,551.80 0.00

无形资产 665,367,512.13 665,367,512.13 0.00

开发支出 13,383,741.22 13,383,741.22 0.00

商誉 1,628,798,365.20 1,628,798,365.20 0.00

长期待摊费用 2,481,770.53 2,481,770.53 0.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56,667,961.64 56,667,961.64 0.00

其他非流动资产 17,500,000.00 17,500,000.00 0.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3,266,399,338.43 3,266,399,338.43 0.00

资产总计 10,228,255,474.94 10,228,255,474.94 0.00

流动负债： — — —

应付票据 14,624,355.66 14,624,355.66 0.00

应付账款 135,483,875.06 135,483,875.06 0.00

预收款项 543,299,282.84 543,299,282.84 0.00

应付职工薪酬 164,160,629.06 164,160,629.06 0.00

应交税费 180,858,297.95 180,858,297.95 0.00

其他应付款 255,058,287.34 255,058,287.34 0.00

其中：应付利息 2,962,485.74 2,962,485.74 0.00

应付股利 0.00 0.00 0.0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92,051.65 192,051.65 0.00

其他流动负债 2,081,250.00 2,081,250.00 0.00

流动负债合计 1,295,758,029.56 1,295,758,029.56 0.00

非流动负债： — — —

长期应付款 121,540.00 121,540.00 0.00

递延收益 1,066,666.67 1,066,666.67 0.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38,998,207.74 38,998,207.74 0.00

非流动负债合计 40,186,414.41 40,186,414.41 0.00

负债合计 1,335,944,443.97 1,335,944,443.97 0.00

所有者权益： — — —

股本 1,066,903,353.00 1,066,903,353.00 0.00

资本公积 4,074,082,072.08 4,074,082,072.08 0.00

其他综合收益 303,673,134.85 303,673,134.85 0.00

盈余公积 38,278,825.78 38,278,825.78 0.00

未分配利润 2,826,287,929.62 2,826,287,929.62 0.0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8,309,225,315.33 8,309,225,315.33 0.00

少数股东权益 583,085,715.64 583,085,715.64 0.00

股东权益合计 8,892,311,030.97 8,892,311,030.97 0.00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10,228,255,474.94 10,228,255,474.94 0.00

2）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月1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 — —

货币资金 8,596,869.32 8,596,869.32 0.00

应收账款 52,890,217.90 52,890,217.90 0.00

预付款项 918,663.30 918,663.30 0.00

其他应收款 2,240,499,194.73 2,240,499,194.73 0.00

其中：应收利息 0.00 0.00 0.00

应收股利 51,998,479.31 51,998,479.31 0.00

存货 146,306,435.69 146,306,435.69 0.00

其他流动资产 20,617,512.82 20,617,512.82 0.00

流动资产合计 2,469,828,893.76 2,469,828,893.76 0.00

非流动资产： — — —

长期股权投资 2,335,763,176.09 2,335,763,176.09 0.00

固定资产 88,967,122.65 88,967,122.65 0.00

无形资产 4,968,950.30 4,968,950.30 0.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19,793,505.78 19,793,505.78 0.00

其他非流动资产 17,500,000.00 17,500,000.00 0.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2,466,992,754.82 2,466,992,754.82 0.00

资产总计 4,936,821,648.58 4,936,821,648.58 0.00

流动负债： — — —

应付账款 249,931,566.39 249,931,566.39 0.00

预收款项 136,043,101.42 136,043,101.42 0.00

应付职工薪酬 35,140,725.36 35,140,725.36 0.00

应交税费 2,855,269.33 2,855,269.33 0.00

其他应付款 1,148,476,137.56 1,148,476,137.56 0.00

其中：应付利息 0.00 0.00 0.00

应付股利 0.00 0.00 0.00

其他流动负债 2,081,250.00 2,081,250.00 0.00

流动负债合计 1,574,528,050.06 1,574,528,050.06 0.00

非流动负债： — — —

非流动负债合计 0.00 0.00 0.00

负债合计 1,574,528,050.06 1,574,528,050.06 0.00

所有者权益： — — —

股本 1,066,903,353.00 1,066,903,353.00 0.00

资本公积 1,695,060,742.80 1,695,060,742.80 0.00

盈余公积 125,916,678.51 125,916,678.51 0.00

未分配利润 474,412,824.21 474,412,824.21 0.00

股东权益合计 3,362,293,598.52 3,362,293,598.52 0.00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4,936,821,648.58 4,936,821,648.58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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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年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元

被购买方名称

股权取得

时点

股权取得成本

股权取

得比例

（%）

股权

取得

方式

购买日

购买

日的

确定

依据

购买日至年末被

购买方的收入

购买日至年末被

购买方的净利润

青岛海信智能商用系统股份

有限公司

2019.2.28 662，455，662.34 82.75% 购买 2019.2.28

股权

实际

交

割、

并且

已办

理完

成工

商变

更登

记

496，110，358.85 38，821，287.69

北京银科环企旅行社有限公

司

2019.7.31 0.00 100% 购买 2019.7.31

工商

变更

登记

0.00 -2，390.17

Touchpeak.Software.inc 2019.1.7 36，949，226.24 100% 收购 2019.1.7 合约 2，177，448.64

-14，236，577.91

ICE.PORTAL�INC. 2019.2.12 93，751，637.40 100% 收购 2019.2.12 合约 — —

Quick.Check�Ltd. 2019.5.20 232，910，386.80 100% 收购 2019.5.20 合约 16，922，131.33

-10，348，290.12

① 合并成本及商誉

单位：元

项目

青岛海信智能商用系统

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银科环企旅行

社有限公司

Touchpeak�

Software�inc.

ICE�

PORTAL�

INC.

Quick�

Check�Ltd.

现金 462，318，000.00 0.00 20，505，098.28

93，751，

637.40

232，910，

386.80

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股权于购买日的

公允价值

200，137，662.34 0.00 16，444，127.96 0.00 0.00

合并成本合计 662，455，662.34 0.00 36，949，226.24

93，751，

637.40

232，910，

386.80

减： 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份额

339，443，962.76 -1，442.69 6，958，184.19

27，160，

338.52

112，933，

356.00

商誉/合并成本小于取得的可辨认

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金额

323，011，699.58 -1，442.69 29，991，042.05

66，591，

298.88

119，977，

03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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