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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925                    证券简称：法本信息                   公告编号：2021-035 

深圳市法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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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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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129,470,09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

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7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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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本信息 股票代码 30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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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照程 李建一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松坪山社区高新北

六道 15 号昱大顺科技园 B 座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松坪山社区高新北

六道 15 号昱大顺科技园 B 座 

传真 0755-26605103 0755-26605103 

电话 0755-26601132 0755-2660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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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法本信息成立于 2006 年，是一家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的信息技术外包（ITO）服务的提供商，公司

基于对客户业务场景的理解，为客户的信息技术系统和产品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公司业务涉及金融、互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2 

联网、软件、通信、房地产、航空物流、制造业、批发零售等多个行业，通过创新技术帮助客户快速实现

业务目标。 

公司秉承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通过为客户提供的软件技术外包服务帮助客户聚焦自身业务、提

升其自身信息化水平、优化人力管理及财务管理。公司主营业务按照业务类型可划分为四个类别： 

 

业务类型 主要业务内容 

分析与设计服务 方案设计、产品设计、交互设计、网站设计、用户界面设计服务等 

开发与编程服务 JAVA开发、C++开发、互联网前端开发、大数据开发、人工智能应用服务等 

测试与集成服务 系统测试、功能测试、性能测试、自动化测试服务、用户体验测试等 

实施与运维服务 运行维护、网络管理、信息安全、技术支持、数据支持服务等 

 

公司通过对软件技术服务业务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以有效满足客户服务的需求。公司拥有完整的经

营架构，以营销与交付管理平台、解决方案与研发平台、综合管理平台为核心支撑平台，向客户提供服务。

公司通过各平台间的协同，形成了一套稳定有效的经营模式，通过能力四要素对员工赋能，以人为载体对

客户进行服务交付，向客户提供高质量的软件技术服务，实现公司的盈利。 

商机获取 客户需求

管理平台（三支柱）：营销与交付管理平台、解决方案与研发平台、综合管理平台

能力四要素（知识库、专家资源池、产品与解决方案、技术）对全业务流程赋能

市场洞察

商机识别

商机获取

解决方案

项目定制

人力需求

技术交付

分析与设计

开发与编程

测试与集成

实施与运维

需求满足

收入

利润

经验积累

持续赋能

专业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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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1,947,737,519.73 1,306,692,344.30 49.06% 782,391,108.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1,540,205.37 95,954,354.98 26.66% 65,165,938.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1,330,088.61 90,093,293.63 23.57% 58,399,758.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6,691,218.56 40,624,864.93 64.16% 12,763,520.3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25 1.02 22.55% 0.7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25 1.02 22.55%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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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69% 29.57% -3.88% 31.96%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1,518,946,835.61 660,920,752.74 129.82% 397,752,408.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18,969,209.67 412,434,903.37 171.31% 236,490,8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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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254,439.55 439,916,777.31 523,850,027.14 626,716,275.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203,474.16 27,567,887.66 35,403,477.84 38,365,365.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984,963.25 25,515,149.57 30,954,399.93 36,875,575.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4,398,232.49 43,105,749.54 58,008,478.58 89,975,22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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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72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7,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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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华 境内自然人 34.96% 45,263,335 45,263,335   

夏海燕 境内自然人 6.40% 8,280,000 8,280,000   

余华均 境内自然人 3.62% 4,681,335 4,681,335   

深圳市投控东海一期基

金（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7% 3,976,668 3,976,668   

深圳市耕读邦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8% 3,600,000 3,600,000   

深圳市木加林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8% 3,600,000 3,600,000   

深圳市嘉嘉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8% 3,600,000 3,600,000   

深圳市汇博红瑞三号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 2.46% 3,181,335 3,181,335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34% 3,034,378 3,034,378   

嘉兴海通旭初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4% 3,034,378 3,034,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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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深圳市耕读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木加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深圳市嘉嘉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均为实际控制人严华先生直

接控制的员工持股平台企业。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及嘉兴海通旭初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均受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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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立足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结合客户的业务场景，不断深入对信息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持续

为各行业客户提供优质软件技术外包服务。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稳步增长，具体经营情况如下： 

1、经营业绩稳步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9.48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9.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22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26.6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1.11 亿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 23.57%。  

2、业务拓展持续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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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服务客户行业分布于金融、互联网、软件、通信、房地产、航空物流、制造业、批发零售，其中

互联网、金融行业客户为排名前两位的支柱型服务行业，公司服务互联网及金融行业客户业务收入合计

124,551.79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63.95%。 

地域扩张方面，公司业务主要依托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三大经济圈，以一线城市为基础向

二线城市延伸，逐步完善全国范围客户的布局。本年度华南、华东地区为业务份额最大的两个区域，业务

收入占比分别为 52.99%、29.06%，合计占比较上年略有下降，主要因公司开拓二三线城市业务降低原华

南、华东地区业务份额所致。国际布局方面，公司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业务涉及东南亚、欧盟、拉美等区

域，逐步构建海外交付平台，为海外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3、研发创新持续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本年度研发费用 11,373.49 万元，较上年增长 67.72%，拥有软件

著作权 218 项。公司秉承自有技术研发和业务场景研究“双轮驱动”的研发模式，相互促进、长期积累形成

公司技术沉淀，核心技术涵盖金融解决方案、智慧物业解决方案、企业数字化解决方案、商业智能解决方

案、电商解决方案、信息安全解决方案、云计算解决方案等技术方案群，并在金融、互联网、通信、房地

产等行业得到良好运用，为客户持续提供高质量服务奠定基础。 

4、运营效率持续提升 

公司在组织优化、交付方式、管理模式方面，借助信息化、流程化管控手段，实现构建与业绩发展相

适应的科学管理模式。在“矩阵化”扁平的模式的组织架构下，业务部门同时受公司领导层以及平台管理部

门双向管控，满足交付质量、业绩达成及成本控制的管控要求。交付方式上，除员工到客户场地完成交付

的现场交付模式外，离岸交付也逐渐被客户接受并成为本行业市场环境下的发展趋势，报告期内公司陆续

完成了深圳、杭州、南京多处软件开发交付中心的建设，离岸交付模式有助于为客户提供更高效率、更低

风险、更优品质的软件技术外包服务，建立与行业大客户的长期、稳定合作关系。“铁三角”的交付服务管

理阵型确保从客户需求到产品方案制定、再到及时准确交付的全流程高效运作，各信息化管控平台被用于

营销及客户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员工培训等各模块管理中。公司积极开展 LTC 流程管控，有

效实现客户资产系统化，沉淀销售行为和客户关系数据，使管理可视化。通过不断提高精细化运营水平、

规范内部运作，保障运营效率持续提升。 

5、组织与人才管理持续加强 

公司坚持人才为本的管理理念，并将提高员工素质和人才引入作为企业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人才战

略有助于公司打造高效率运作的组织，以卓越的视野推动公司管理升级。公司持续吸引各行业技术人才并

设有专家资源池，不断沉淀行业案例，累积知识库资源，增强自身技术能力提高客户服务质量。     

公司通过完备的培训体系、轮岗机制、薪酬政策等措施，确保人才的稳定性。线上线下灵活的培训方

式持续为不同专业类别的人员赋能，除内部推选讲师外公司还聘请各类专家对公司技术及管理人员进行定

期授课。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完善“定岗定级”薪酬体系，积极推动落实员工股权激励方案，通过岗位绩效

考核、专业资质管理、股权激励等措施，保障核心人才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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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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与编程服务 1,106,606,015.32 789,780,819.60 28.63% 43.86% 44.85% -0.49% 

测试与集成服务 351,219,367.34 252,699,553.77 28.05% 19.95% 22.77% -1.65% 

实施与运维服务 292,189,734.66 207,766,090.40 28.89% 98.25% 101.62%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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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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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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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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