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代码：600271

公司简称：航天信息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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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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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A股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上海证券交易所 航天信息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股票代码
600271

变更前股票简称
无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马振洲
010-88896053
北京市海淀区杏石口路甲18号董
事会办公室
mzzhou@aisino.com

朱凯
010-88896053
北京市海淀区杏石口路甲18号董事会
办公室
zk@aisino.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3,227,232,474.37
11,579,796,428.70
本报告期
（1-6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上年度末
增减(%)
23,128,832,853.90
0.43
11,921,446,226.81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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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91,750,790.07

-970,137,837.12

80.23

8,819,826,977.53
81,198,916.35

11,913,884,375.86
681,059,779.68

-25.97
-88.08

280,395,671.29

418,173,603.89

-32.95

0.68

5.94

减少5.26个百分点

0.0436

0.3657

-88.0777

0.0436

0.3657

-88.0777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91,67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

中国航天科工飞航技术研究院（中国
航天海鹰机电技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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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2

741,448,172

0

无

0

国有法人

3.33

61,816,878

0

无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2.91

54,045,018

0

无

0

北京航天爱威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77

51,495,024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1.88

34,838,450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其他

1.61

29,996,303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1.56

28,915,600

0

无

0

北京机电工程总体设计部

国有法人

0.89

16,516,320

0

无

0

中国长城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0

14,817,400

0

无

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80

14,794,566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航天海鹰机电技术研究院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
公司的下属单位；北京市爱威电子技术公司是中国航天
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第二研究院 706 所全资子公司。
北京机电工程总体设计部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的下属事业单位。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流
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 年上半年，受国家税务行业相关政策调整、税控相关产品降价以及疫情影响，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 88.20 亿元，同比下降 25.97%；实现利润总额 5.28 亿元，同比下降 60.55%；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0.81 亿元，同比下降 88.0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2.80 亿元，同比下降 32.95%。
同期，公司积极应对行业政策变化，抓住市场机遇，上下携手共进，在主要业务领域市场拓
展方面也取得了良好进展。
（一）抓住机遇，加大市场拓展力度
1、金税产业克服疫情及宏观政策影响，按时保质完成了国税总局关于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减
免系统的升级，全力保障了特殊时期各项税收优惠政策落地。上半年金税盘产品销售超过一百万
套，税控 Ukey 产品销售超过五十万套，继续巩固了企业产品的市场地位，公司 51 发票平台上半
年新增注册用户数约 180 万。
在智慧税务业务方面，新中标 11 个省级税局平台运维项目，提升了基于 Ukey 的新税控系统
的局端运营维护领域范围；以智慧办税综合服务大厅和智能微厅产品为切入点拓展局端系统突破
和建设，多个项目实现落地及推广部署；承建了大连电子税务局项目，为公司拓展电子税务局业
务市场打开了新局面；与大连税务局签订区块链战略合作协议和车购税区块链项目建设协议，着
手打造以车购税为嵌入点的区块链税务生态圈；大力推广财税票据业务，实现河北、上海、厦门
等多个地区的业务推广，打开电子票据的市场局面，为后续其他省份业务开展起到示范作用。
云税生态业务方面，51 云税中台已为全国分子公司产品提供共性基础能力支撑，中台客户端
装机量超过 1300 万，注册企业超过 650 万户；完成基于新税控服务器的云托管中心部署工作及托

管产品方案体系宣贯，为税务 Ukey 推广及增强新户粘性打下基础；提供基于用户自持场景的 51
发票助手方案，进一步丰富了用户接入及使用的便利性和易用性，扩大了发票开具场景，巩固了
公司云开票业务的市场地位。
在大客户方面，重点开展能源、建筑、铁路、航空、金融保险等大型行业的客户拓展，与中
国航信、华夏银行、渤海银行、万科、中国建筑等签署了相关业务协议。在财税培训业务方面，
入围教育部“1+X”培训项目，审核通过试点院校 244 家，先后入选工信部重点领域人才能力提升
机构和北京市科委高精尖产业技能提升培训机构，为培训业务拓宽业务领域、延伸发展打下基础。
公司还承担了“安全电子凭据服务及其监管关键技术”和“支持全程电子化的电子发票及服
务系统试点示范”国家专项课题工作，也按课题计划取得了相关进展。
2、金融产业保存量，拓市场，推动板块业务稳步发展。新拓展云代账新用户超过 20 万户，
同比增长超过三倍。积极推广云业务，480 万户企业与航信实现了电子合同签署，为向企业开展
增值服务进行市场化收费提供了保障。帮助小微企业实现贷款额近百亿元，打通了企业与金融机
构之间的业务桥梁。
财税服务业务方面，充分利用现有业务积累的大数据和产品场景优势，推动云记账、云代账、
电子合同、诺诺发票、企业财税咨询等云端财税业务开展；金融服务业务方面，基本实现金融服
务业务场景全覆盖，信贷、保险、理财服务类业务增长明显；征信服务方面，在继续推进企业征
信业务同时，围绕数字招采场景，推动项目实施，上半年完成某部队和清华大学两个招采业务签
约，树立涉军招采和高校招采项目的标杆；金融科技业务方面，聚焦行业大客户，持续推进金融
科技业务，深耕银行、零售、自助服务三大核心业务，上半年实现智慧银行解决方案新增入围民
泰银行，中标屈臣氏门店收银软硬件项目、哈根达斯 POS 硬件及门店运维服务和招商银行天津分
行年度清机、清分服务外包项目，为全年市场拓展奠定了基础。
3、智慧产业上半年继续围绕综合治安管理、智慧政务、智慧粮农、智慧市监等省部级平台项
目，进一步拓展市场，巩固行业地位。打造了出入境智慧大厅整体解决方案、粮食行业运营服务
平台、省级疫苗追溯监管系统等核心产品及服务。
智慧公安方面，出入境业务局端优势持续巩固，成功中标“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信息系统建
设项目”等，落地长春、呼伦贝尔、山东等智慧大厅，试点应用全天候、多警种的自助服务。边
检业务稳步推进横琴、青茂等重大项目实施工作，参与皇岗口岸重建、珲春口岸等信息化项目技
术探讨，开展了印章柜系列产品、车道车辆出入境自助查验软硬件等核心产品研发，相关业务已
覆盖口岸服务全业务场景。治安业务进行了部级智能治安项目一期和江苏省人口一体化平台重点

项目的实施，中标重庆市公安局治安管理信息系统项目，为省级治安信息化建设打造了样板工程。
智慧政务方面，面向各地各级行政审批，围绕智慧政务一体化平台和 24 小时政务办理自助设
备（厅）项目，深入拓展示范项目落地区域，推进全国多个地区的项目试点，全程参与了南昌智
慧城市建设项目。
智慧粮农方面，积极参与全国各地智慧粮食项目投标和实施，策划物资储备新业务并中标了
全国第一个物资储备管理项目。
智慧市监方面以天津疫苗项目为切入点，成功中标云南省、西藏自治区等地区的疫苗监管及
追溯项目、四川省药监局信息系统项目。
智慧交通方面高速公路领域产品销售业务实现“稳中有新”，中标浙江 CPC 复合卡项目。交通
信息化系统集成领域，中标河北省张家口市智慧公交项目，实现城市智能交通业务的新突破。按
计划开展了发改委“AI+交通”国拨课题的示范应用研究和实施工作。
4、网信产业市场进入转阶段时期，上半年加大市场投标工作的组织开展，中标近二十个信创
领域集成项目，同时，紧跟国家信创工程发展战略导向，积极推进各部委及省市信创工程建设的
咨询设计，取得良好成果。
在咨询业务方面，积极推进各部委及省市信创工程建设的咨询设计。目前已进场开展咨询设
计的项目超过 260 个，编制各类信息咨询方案近 1500 份，覆盖了 39 个部委、26 个省市自治区，
占全国信创咨询业务市场份额接近 50%。
在集成业务方面，全力参与各地信创业务的投标工作，已中标多地区或部委集成项目，累计
中标金额近 10 亿。
在核心业务方面，上半年全面完成相关国家机关信创项目核心产品定位迁移及改造，保障了
地方政府及部委与国家机关间互联互通平台工程的实施。继续加大对西南、西北、川渝、福建、
河南等省市的市场拓展，上半年完成福建、辽宁交换产品省级节点部署，目前已实现在近二十个
区域政府机构的系统部署。
上半年，公司还建立了信创服务体系，确保信创运维产业化项目的落地，完善信创运维服务
规范，开展全体系合作厂商产品运维服务赋能，积极承接各地信创运维服务工作，信创运维平台
已在安徽、贵州、重庆、四川、宁夏、宁波等省份进行实施。同时积极推进信创产业各相关品牌
的产品组织，及系统适配工作，推动产品代理洽谈工作，已与几十家主要产品厂商签署了代理协
议，为公司信创产业拓展奠定了基础。
5、海外业务深耕已有市场，努力开拓新兴市场，业务发展开创新局面，上半年围绕电子证件、

税务信息化等领域，参与了东南亚、南亚、非洲等地区 6 个项目投标。目前正在履约的境外信息
化项目 10 个，涉及出入境及通关管理、电子证件及身份管理、税务信息化和政务信息化应用系统
集成项目等。
市场拓展方面，桑岛酒店税控系统项目已进入运维期，项目正常平稳运行。乌干达税控系统
项目已通过用户测试，目前进入上线试运行阶段。香港新一代公司注册处综合信息系统、新一代
个案简易处理系统项目均稳步推进；业务拓展方面，以非洲项目为基点，全面拓展新领域，深挖
潜在项目机会，进一步巩固了航天信息在非洲及周边地区的市场地位。聚力耕耘新兴市场，积极
拓展包括智利、玻利维亚、巴西等地区的业务。
（二）开展内外部合作，积极推进重点产业化项目
智慧财税产业化项目上半年实现良好发展，中标局端项目 12 个，企业及行业端项目 18 个，
签订定制化财税系统开发项目 12 个。大数据人工智能产业化项目上半年中标湖南粮食集团、浙江
省高速公路等应用项目。加密经济、信用经济产业化项目制定了 2020-2022 年三年滚动计划，全
国人力资本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大连车购税等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平台陆续上线；区块链疫苗追溯
监管系统落地天津、云南、西藏 3 个省；与招商轮船联合开展了区块链贸运领域应用合作。信创
运维服务平台已在安徽、贵州、重庆、四川、宁夏、宁波等省份进行实施试点。
（三）持续加强研发创新
上半年围绕“核心技术与关键产品”的发展，确立了八个领域、四个层次的技术体系和五个
板块的产品体系，完成核心技术 20 余项、关键产品 40 余个。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上半年研发投
入占比同比增长 1.5 个百分点。
（四）加大管理改革力度
上半年持续推进 4+1 产业板块的结构调整，积极推进各产业本部内部的市场化改革；坚持市
场导向，围绕战略合作流程、管理授权、供应链管理、商务管理进行了持续的梳理和优化，提升
管理效能，加快市场响应速度；优化考核激励方案，强化两个“双考核”，引导各单位聚焦经济效
益和价值创造开展经营活动。
（五）积极推进“十四五”规划论证
积极推进航天信息“十四五”发展规划的编制，
“4+1”产业规划、6 项综合创新规划的研究
论证及编制工作均按计划推进。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
（财会〔2017〕22 号）的要求，自 2020 年 1 月 1 日

起，本公司开始执行新的收入准则，对收入确认方法、相关会计核算科目进行进行调整。本调整
影响本公司报表列示项目，对于本期公司报表数据无重大实质性影响。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