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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925                    证券简称：法本信息                   公告编号：2022-034 

深圳市法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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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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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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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220,099,16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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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超 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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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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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营业务概况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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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基于对信息技术的研

究与开发，结合客户的业务场景，为客户在信息化和数字化进程中的不同需求提供软件技术外包服务。 

经过多年的研发技术积累、行业经验沉淀、组织管理优化和业务市场开拓，结合强有力的客户管理能

力，公司已经与金融、互联网、软件、通信、房地产、航空物流、制造业、批发零售等多个行业的客户形

成长期而稳定的合作关系。 

（2）主要产品和服务 

公司主要为客户提供软件技术外包服务。软件技术外包服务是指企业为了专注核心竞争力业务、提高

效率和控制IT相关成本，将与软件相关的信息技术系统或产品的全部或部分工作，发包给专业软件技术外

包服务企业去执行和完成的活动。 

公司基于对客户业务场景的理解，依托知识库、专家资源池、产品与解决方案、技术等方面的积累，

以信息技术专业人才为载体，为客户在信息化和数字化建设的进程中，专业化地提供从需求分析到方案设

计、产品开发、测试和运维支撑等全方位的软件技术外包服务，对客户业务形成专业、高效、灵活的支撑，

使客户聚焦自身的核心业务。 

公司为客户的信息技术系统和产品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涉及分析与设计服务、开发与编程服务、测

试与集成服务、实施与运维服务等，具体情况如下： 

业务类型 主要业务内容 对客户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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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业务聚焦：借助服务外包提高组织弹性与灵活性，聚焦

核心业务，确保竞争优势； 

2、技术提升：改善技术服务，促进信息技术在企业的运用

及发展； 

3、企业战略：提高服务响应速度和效率，降低IT系统维护

和企业管理风险； 

4、人力资源：减少成本压力、增加人员配置的灵活性； 

5、财务管理：重构信息系统预算，增强成本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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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公司的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通过对软件技术外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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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包服务实现公司的盈利。 

公司的运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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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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盈利模式 

公司主要通过提供软件技术外包服务实现盈利，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或服务 概述 收入类型 

软件技术外包服务 

（1）根据客户的需求，公司安排技术实施开发人员在客户指定的环节中提供技术服务，

并收取技术服务费的服务模式； 

（2）由客户方主导管理项目进度、人员安排、质量控制等相关工作； 

（3）一般为客户提供长期服务，公司按月/天/时根据技术实施开发人员的人月/天/时单

价和工作量收取服务费； 

（4）既可以在公司场地完成，也可以在客户场地完成。 

服务费 

2）管理及服务模式 

公司的管理架构采用“矩阵化”的扁平管理模式，组织架构包括业务单元平台、营销与交付管理平台、

解决方案与研发平台、综合管理平台等四个平台中心。  

公司矩阵化管理简图 

业务单元1 业务单元2 业务单元……

公司领导层

业务部门

业务部门

业务部门

业务部门

业务部门……

业务部门……

营销与交付管理平台

解决方案与研发平台

综合管理平台 业务部门 业务部门 业务部门……
 

公司各平台有机结合、协同作战，形成了包含销售、产品/服务解决方案、交付在内的“铁三角”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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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基于能力四要素（指知识库、专家资源池、产品与解决方案、技术，下同），公司通过“铁三角”服

务架构，在客户开发与服务过程中，充分理解需求，为客户提供满意的服务，进而增加客户黏性，提高品

牌影响力，为推动公司的业务快速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铁三角”组织支撑全流程运作如下： 

公司铁三角服务架构图 

 

[注]： 

AR为Account Representative，客户代表责任人，其主要职责是确保客户的满意度，与客户建立起良好的合

作关系，在整个架构中负责将产品/服务解决方案传导至客户并转化为可执行的合同； 

SR为Solution Representative，产品代表，或解决方案负责人，解决方案责任人结合业务场景及技术特点，

洞察客户需求，形成一整套能够获得客户认可的方案。 

FR为Full fill Representative，交付代表，定位为“履行责任人”，职责是保障合同成功履行，即客户对合同履

行满意度。 

      铁三角的三个顶点分别是负责客户关系的AR，技术支持及方案提供的SR以及具体实施的FR。“铁三

角”既体现在公司管理层面也具体至各业务单元。公司的铁三角的有效运行，为业务的快速发展奠定了组

织基础。 

3）市场开发及销售模式 

公司采用直接销售模式，相关人员依据线索管理、立项、方案转化、投标/谈判、合同签订五大关键模

块进行销售业务的标准化拓展，公司销售模式流程如下： 

市场开发及销售模式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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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服务交付管理模式 

公司的服务交付模式按照是否在客户现场提供服务分为非现场交付模式和现场交付模式，非现场交付

模式是指公司的员工仅在公司办公场地工作，不在客户现场提供服务；现场交付模式是指公司的员工在客

户办公场地工作。 

     公司的软件技术外包服务主要为现场交付模式。公司交付部门“快、准”地组织满足客户需求的人员向

其提供服务，对在客户现场的公司人员实施考核与管理、培训与能力提升，以稳定的服务质量满足客户的

需求。 

5）采购模式 

公司的采购主要是技术支持及人力资源服务、房屋和设备租赁、固定资产采购、鉴证咨询费、水电物

业及办公用品等。其中，技术支持及人力资源服务是指公司在内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其他专业渠道

快速获取技术支持和优质人力资源及服务的一种方式。房屋和设备租赁支出主要是办公场所和办公设备的

经营租赁，公司对办公场所的需求均为通用型办公用房，公司对办公设备的需求主要为常用电子办公设备。 

     日常采购中，公司以直接采购为主。公司采购是由需求部门提出，根据授权由各分管领导审批后，交

由相应部门进行采购。 

6）研发模式 

公司作为高新技术企业，在业务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技术研发和业务场景研究的双轮驱动模式，构

建了研发中心和产品与解决方案中心的“双能力中心”平台，搭建了先行技术研究、共性技术研究、应用技

术研究、交付技术研究的四级研发体系，在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技术领域

持续创新积累，形成了智慧金融、智慧物流、智能大数据、企业数字化、智能电商等一系列技术解决方案，

并通过了软件能力成熟度模型集成CMMI 5级、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ISO27001信息安全管理体系、

ISO/IEC20000-1的服务管理体系和ISO20000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体系等认证，以及取得了300余项软件著作

权及十余项软件产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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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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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 否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1,809,129,223.58 1,518,946,835.61 19.10% 660,920,752.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50,980,492.92 1,118,969,209.67 11.80% 412,434,903.37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3,088,227,503.90 1,947,737,519.73 58.55% 1,306,692,344.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5,253,196.55 121,540,205.37 11.28% 95,954,354.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3,532,755.18 111,330,088.61 1.98% 90,093,293.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741,991.67 66,691,218.56 -195.58% 40,624,864.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1 0.74 -17.57% 0.6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1 0.74 -17.57% 0.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42% 25.69% -14.27% 2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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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1,381,879.00 743,292,134.23 818,672,551.77 884,880,938.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019,082.94 36,042,763.86 40,150,551.07 38,040,798.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887,053.24 32,557,625.52 35,732,185.75 29,355,890.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1,697,746.39 -95,871,824.75 16,984,145.74 166,843,43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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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68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9,692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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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严华 境内自然人 34.96% 76,947,669 76,947,669 质押 10,000,000 

夏海燕 境内自然人 6.40% 14,076,000 0 质押 4,250,000 

余华均 境内自然人 3.62% 7,958,269 0   

深圳市投控东海一期

基金（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7% 6,760,33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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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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0,000 6,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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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0,000 6,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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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0,000 6,120,000   

深圳市汇博成长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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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8,269 0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4% 5,158,443 5,158,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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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8,443 5,158,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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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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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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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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