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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96                          证券简称：星网锐捷                          公告编号：定 2020-003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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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宿利南 董事 因公出差 黄爱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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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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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网锐捷 股票代码 00239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万里 潘媛媛 

办公地址 福州市金山大道 618 号橘园洲星网锐捷科

技园 22#4F 
福州市金山大道 618 号橘园洲星网锐捷科

技园 22#1F 

电话 0591-83057977 0591-83057009 

电子信箱 liuwanli@star-net.cn panyuanyuan@star-net.cn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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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384,248,804.19 3,326,532,778.67 1.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8,558,257.64 157,475,956.53 -56.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9,872,038.81 118,840,969.17 -5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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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43,123,656.42 -737,612,839.74 -27.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75 0.2700 -56.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75 0.2700 -56.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1% 4.19% -2.5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8,017,422,868.80 7,650,633,765.03 4.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227,819,563.15 4,226,728,082.73 0.0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9,42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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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福建省电子信

息（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6.50% 154,551,950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09% 23,873,451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3.67% 21,389,500 0   

维实（平潭）创

业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42% 19,942,035 0   

福建隽丰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38% 13,891,505 9,960,024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

夏中证 5G 通信

主题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51% 8,801,903 0   

唐朝新 境内自然人 1.29% 7,502,045 6,457,019   

刘灵辉 境内自然人 1.17% 6,835,550 6,122,920   

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一二零五

组合 
其他 0.74% 4,293,598 0   

毛书海 境内自然人 0.71% 4,119,968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中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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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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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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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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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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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2020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司的经营带来较大的影响，公司部分行业客户受疫情影响需求无法释放和落地，但是疫情

期间网络办公、视频会议等新的工作模式的兴起为公司业务在一些领域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公司积极努力，组织资源，顶

住压力，采取有效措施，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在报告期内抓住数据中心交换机以及视频会议系统快速增长的市场机会，

使得公司销售收入略有增长，但由于受疫情影响，产品销售结构不均衡，综合毛利率下降，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

下降。 
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度同期小幅上升，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3,384,248,804.19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7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68,558,257.64元，比上年同期下降56.46%。 
1、网络通信业务 
2020年上半年，公司继续扎根行业，赢得众多客户认可，数据中心交换机在运营商和互联网企业增长较快，产品与解决方案

的竞争力不断得到提升；传统企业网业务受疫情影响，上半年收入有所下降。 
2、云终端与云支付业务 
2020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部分行业客户的招标采购工作推迟，公司销售收入有所下降。公司积极开发新产品，拓展新客

户，为疫情缓解后的市场复苏做好准备。 
3、数字娱乐业务 
2020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公司所服务的KTV行业较晚才开始复工，公司相关业务收到较大影响。公司积极开拓家庭及

海外市场，尽可能减少疫情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 
4、融合通信业务 
2020年上半年，公司全力做深做大现有IMS融合语音通信、云视讯、智能网关、融合网关四大类产品。疫情期间，视频通信

成为大热点，公司抓住视频产品应用快速增长的市场机会，积极围绕政府、医疗等领域的需求，提供有竞争力的融合视讯行

业解决方案。 
智慧社区方面，继续重点针对地产开发商，以地产商智能家居项目为突破口的目标，通过不断的资源投入，上半年取得了规

模的突破，地产商智能家居项目的增加，使得智能家居收入同比上升。 
5、车联网及无线通讯系统业务 
2020年上半年，在疫情和中美贸易关系持续紧张的双重压力的大环境下，公司积极挖掘传统客户和传统产品的潜力，稳步拓

展新客户和新产品，努力减少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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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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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2017年，财政部颁布了修订的《企业会计

准则第14号-收入》，并要求境内上市的

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

公司自规定之日起开始执行。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已审批 详见其他说明 

其他说明：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根据该修订后会计准则中有关新旧准则

衔接的相关规定，2020年1月1日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

间信息不予调整。相应会计报表项目变动详见附注五、37、（3）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

项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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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本期新设间接控制单位美国锐捷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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