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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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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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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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3280278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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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网锐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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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代码

002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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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州市金山大道 618 号橘园洲星网锐捷科
技园 22#4F
技园 22#1F

电话

0591-83057977

0591-83057009

电子信箱

liuwanli@star-net.cn

panyuanyuan@star-net.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1、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是为企业级客户提供信息化解决方案。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智慧网络、智慧云、智慧通讯、
智慧金融、智慧娱乐、智慧社区等领域。主要用于满足企业级用户的相关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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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营模式
公司为客户提供包括软件、硬件以及服务的综合性解决方案。公司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融合创新科技，构建智慧未来”
为经营理念，持续创新投入，满足客户不断增长的信息化需求。
3、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2019年，公司坚持走自主创新、创自有品牌的发展之路，主营业务取得了良好的发展态势，产品战略仍然是围绕各种智慧解
决方案，如智慧网络、智慧云、智慧金融、智慧通讯、智慧物联、智慧娱乐、智慧社区等基于“扎根行业，深入场景做创新”
的行业整体解决方案，得到用户的高度认可。
报告期内，公司保持战略定力，注重稳扎稳打，持续围绕智慧科技产业打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牢牢把握住供给侧改革、经
济结构化转型、建国70周年等历史机遇与大事件带来的产业机会，为客户提供更多深入应用需求、有独特竞争力的解决方案，
继续向产业链高端发起冲刺。
（二）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2019年，在国内市场，星网锐捷抓住国产替代、5G商用等应用浪潮，提升产品智能化水平，不断推出具有独特竞争力的整
体解决方案，在海外市场，公司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负面效应，积极调整市场布局、优化客户结构，继续加大海外市场
的拓展力度。
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发展，公司在一些细分市场和细分产品领域具有一定的领先地位。
在智慧网络领域，2019年，锐捷网络入选Gartner《有线无线局域网接入基础设施魔力象限》，根据计世网排名，锐捷网络
的中国云课堂（虚拟化计算机教室）解决方案市场第一，企业级网络设备服务满意度第一，中国企业级IT业务综合运维管理
平台软件市场排名第一；根据IDC数据，锐捷网络以太网交换机在中国市场排名第三、中国企业级终端VDI市场份额第一、
中国企业级WLAN市场占有率第二、Wi-Fi 6品类市场份额第一。
在智慧云领域，2019年，升腾资讯率先发布首个全国产化桌面云解决方案，携手华为等合作伙伴共同打造国产化生态圈；根
据IDC数据显示，2019年，公司瘦客户机亚太区域市场销量第一，中国市场销量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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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9,265,767,751.41

9,131,571,813.18

1.47%

7,705,135,612.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93,928,755.53

564,134,426.98

5.28%

453,875,490.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43,253,198.73

455,932,510.37

19.15%

398,681,606.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63,057,151.38

594,339,591.58

28.39%

277,255,509.0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183

0.9672

5.28%

0.819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183

0.9672

5.28%

0.81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05%

16.41%

-1.36%

14.84%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7,650,633,765.03

6,999,108,789.03

9.31%

6,439,912,654.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226,728,082.73

3,678,190,629.71

14.91%

3,201,224,709.8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1,282,863,597.56

2,043,669,181.11

2,666,591,825.29

3,272,643,147.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63,950.17

163,639,906.70

322,825,670.23

113,627,128.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214,520.16

159,055,489.33

315,251,967.07

109,160,262.49

营业收入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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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57,580,925.35

119,968,085.61

469,435,790.50

1,031,234,2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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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36,678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37,767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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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电子信
息(集团)有限 国有法人
责任公司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26.88%

156,781,950

0

新疆维实创业
境内非国有
投资股份有限
法人
公司

4.42%

25,774,604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国有法人
公司

3.67%

21,389,500

0

福建隽丰投资 境内非国有
有限公司
法人

2.99%

17,430,040

9,960,024

香港中央结算
境外法人
有限公司

2.62%

15,303,198

0

唐朝新

境内自然人

1.45%

8,445,528

6,457,019

刘灵辉

境内自然人

1.28%

7,478,935

6,122,92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新丝路
其他
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
金

0.78%

4,571,470

0

全国社保基金
其他
五零二组合

0.77%

4,483,854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科翔混 其他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0.74%

4,319,700

0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上述股东中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
动的说明
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无。
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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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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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强的大环境下，公司坚定保持战略定力，围绕智慧科技产业大力创新，为行业提供一流的智
慧解决方案，公司的创新能力、品牌价值与综合能力不断提升，继续保持稳健成长态势。
2019年，在国内市场，公司抓住国产替代、5G商用、建国70周年等历史机遇与大事件带来的产业机会，提升产品智能化水
平，为客户提供更多深入应用需求、有独特竞争力的解决方案。在智慧网络、智慧云、智慧通讯、智慧金融、智慧娱乐、智
慧社区等领域持续突破；在海外市场，公司应对国际国内各种复杂外部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积极调整市场布局、优化客户
结构。
2019年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9,265,767,751.41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47%；营业利润806,204,034.51 元，较上年同期
减少3.27%；实现利润总额人民币828,151,616.20元，比上年同期减少0.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
593,928,755.53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28%。
1、网络业务
在智慧网络领域，2019年公司在数据中心交换机、无线网络等领域不断发力，在市场上连续取得重大突破。推出400G数据
中心交换机、极简XS、云办公4.0等多款业内领先的产品和解决方案，以技术重塑行业。围绕教育行业的云课堂解决方案、
高校桌面云解决方案、智慧课堂解决方案不断创新升级，得到用户的广泛认可。锐捷云桌面服务于全国500多所高校。产品
与解决方案的竞争力不断得到提升。在巩固传统优势市场的基础上，数据中心交换机在运营商及互联网企业得到规模应用。
2019年，锐捷网络入选Gartner《有线无线局域网接入基础设施魔力象限》；根据计世网排名，锐捷网络的中国云课堂（虚
拟化计算机教室）解决方案市场第一，企业级网络设备服务满意度第一，中国企业级IT业务综合运维管理平台软件市场排名
第一；根据IDC数据，锐捷网络以太网交换机在中国市场排名第三、中国企业级终端VDI市场份额第一、中国企业级WLAN
市场占有率第二、Wi-Fi 6品类市场份额第一。
2、云计算业务
在智慧云领域，公司持续的技术创新，不断扩大竞争优势。2019年，升腾威讯云产品中的升腾威讯超融合系统V3.2、升腾威
讯桌面云系统V6.0分别中标《中央国家机关2019年软件协议供货采购项目》，根据IDC数据显示，瘦客户机亚太区域市场销
量第一，中国市场销量第一。除传统终端外，公司作为自主研发的桌面云领先厂商，拥有众多国产芯片的桌面整机，产品覆
盖龙芯、兆芯等方案，推出业内首款鲲鹏桌面云方案。升腾威讯云分别完成与兆芯、华为泰山服务器的互认证，信息化创新
方案参与政府、军队等国产化桌面云项目，取得初步成效。智能终端产品全面入围五大行、邮政、人寿、人保，电子签名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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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柜外清产品成为业内唯一一家全面入围工、农、中、建、交、邮储六大行，在金融行业的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
3、支付业务
2019年，公司云支付以多元化的产品矩阵为新引擎，跨界数字零售领域；同时深耕行业，在保持公司在第三方支付市场领先
优势的同时，在银联、商业银行等项目广泛落地，实现了商业银行市场与第三方支付运营商市场双足鼎立的市场结构，为今
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视频信息应用业务
2019年，公司坚持“多点发力、精准施力”的战略布局，将云计算、AI技术与解决方案深度融合，推出“魔云9”与“魔镜3”两大
互动娱乐系统，超过20款机顶盒与周边产品，将智慧娱乐应用场景拓展到30多个细分市场；家庭、军队、海外市场取得较好
的增长。K米作为中国市场占有率最高的KTV聚会娱乐增值服务运营商，APP注册用户数达到1.37亿，联网商家数达到2.8万
家。大力探索多样化多场景解决方案，面向海外市场延伸产业链，海外订单快速增长。
5、智慧通讯及智慧社区业务
在智慧通讯领域，2019年，公司深化“AI+”战略，在智慧通讯领域加速行业场景应用。公司继续与运营商深度合作，重点围
绕中国移动全力做深做大现有IMS融合语音通信、云视讯、智能网关、融合网关四大类产品，云视讯产品保持快速成长，相
关融合视讯系统在党政军等重要客户实现规模落地，进一步强化行业优势；积极布局5G领域，推出多款基于5G技术的解决
方案，进一步丰富产品矩阵，提升市场竞争力。
在智慧社区领域，重点针对地产开发商，持续开拓精装楼盘的智能家居大项目机会，通过与BAT相关平台的互联互通，形成
可落地、价值可量化的智慧社区云平台，为业务的未来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6、海外业务方面
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导致公司在美受到较大冲击，公司面对挑战，依托自身的技术实力、高效反应、良好的服务等优势，
积极拓展新用户，遏制美国市场下滑的局面，同时进一步优化客户结构，加大欧洲、东南亚市场布局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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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终端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1,351,394,446.79

177,426,675.92

29.93%

5.72%

43.96%

7.63%

企业级网络设备 5,168,673,011.80

365,550,741.78

45.58%

26.31%

10.33%

-2.28%

通讯产品

1,383,026,511.90

101,922,144.14

20.96%

-25.29%

-8.97%

6.10%

286,321,331.44

124,538,197.61

61.33%

3.62%

31.65%

10.72%

视频信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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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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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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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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财政部颁布了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已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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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企业会计准则 第 37 号——金融
工具列报》，并要求境内上市的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新金融
工具相关会计准则。公司自规定之日起开始执行。

详见其他说明
（1）

根据财政部于2019年4月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已审批
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文件，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修
订，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

详见其他说明
（2）

2019年5月，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已审批
（财会[2019]8号），公司于2019年6月10日起执行该准则，并对2019年1
月1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
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进行追溯调整。

本项会计政策
变更对公司报
表无影响

2019年5月，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财会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已审批
[2019]9号），公司于2019年6月17日起执行该准则，并对2019年1月1日
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
务重组，不进行追溯调整。

本项会计政策
变更对公司报
表无影响

其他说明：
（1）财政部2017年3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
—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 (财会[2017]9号)，2017年5月发布了《企业会计
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公司存在重要影响的变化主要包括：
A．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公司应根据所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金融资产划分为三类：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B．新金融工具准则以“预期信用损失”模型替代了原金融工具准则中的“已发生损失”模型，该模型适用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
金融资产（含应收款项）、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租赁应收款、合同资产、贷款承诺及财
务担保合同。
新金融工具准则具体政策详见附注 五、（十）。
公司自 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并按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列报金融工具相关信息，不对比较财务报表追溯
调整，此项会计政策变更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相应会计报表项目变动详见附注 五、（三十三）3.首次执行新金融工
具准则、新收入准则、新租赁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2）本次报表格式会计政策变更，除上述准则涉及项目变更外，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账款”与“应收票据”
列示，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账款”与“应付票据”列示。公司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对2018年
度的财务报表列报项目的期末余额进行追溯调整具体如下：
项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后金额
变动额
1,914,293,440.42
-1,914,293,440.42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81,917,123.73
181,917,123.73
应收票据
1,732,376,316.69
1,732,376,316.69
应收账款
1,907,396,002.84
-1,907,396,002.84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838,018,574.67
838,018,574.67
应付票据
1,069,377,428.17
1,069,377,428.17
应付账款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调整前金额

调整后金额

227,384,940.71

变动额
-227,384,940.71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27,384,940.71
245,616,724.62

227,384,940.71
-245,616,724.62

应付票据

152,080,345.51

152,080,345.51

应付账款

93,536,379.11

93,536,379.11

2.会计估计变更：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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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月1日
流动资产：
1,633,702,266.01
1,633,702,266.01
货币资金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246,100,00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其他债权投资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资产总计
流动负债：

181,917,123.73
1,732,376,316.69

调整数

246,100,000.00

39,016,217.12

114,438,550.06
1,732,376,316.69
67,478,573.67
39,016,217.12

49,496,557.34
250,038.91

49,496,557.34
250,038.91

1,542,494,856.68

1,542,494,856.68

310,185,273.93
5,489,188,611.50

64,085,273.93
5,489,188,611.50

-246,100,000.00

13,726,391.48

13,726,391.48
-267,415,959.20

267,415,959.20

130,811,395.41

130,811,395.41

19,727,850.01
564,769,052.63
2,406,114.10

253,943,875.87
19,727,850.01
564,769,052.63
2,406,114.10

107,477,080.11
21,191,794.23
233,220,944.98
37,583,929.08
93,954,375.48
31,361,682.30
1,509,920,177.53
6,999,108,789.03

107,477,080.11
21,191,794.23
233,220,944.98
37,583,929.08
95,268,709.82
31,361,682.30
1,511,488,820.02
7,000,677,431.52

-67,478,573.67
67,478,573.67

253,943,875.87

1,314,334.34
1,568,642.49
1,568,64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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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借款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其他应付款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41,179,174.45

41,179,174.45

838,018,574.67
1,069,377,428.17
83,341,607.76

838,018,574.67
1,069,377,428.17
83,341,607.76

355,271,022.28
117,250,482.50
115,782,304.12
357,981.68
9,709,100.59

355,271,022.28
117,250,482.50
115,782,304.12
357,981.68
9,709,100.59

50,989,500.00

50,989,500.00

2,671,210,093.95

2,671,210,093.95

37,530,000.00
26,022,364.61

37,530,000.00
27,195,442.76

1,173,078.15
-

63,552,364.61

64,725,442.76

1,173,078.15

2,734,762,458.56

2,735,935,536.71

583,280,278.00

583,280,278.00

721,261,918.43

721,261,918.43

2,547,358.00

2,547,358.00

207,168,664.27

207,428,412.76

1,173,078.15
259,7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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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风险准备
-717,318.77
2,163,932,411.01
2,163,215,092.24
未分配利润
3,678,190,629.71
3,677,733,059.43
-457,570.2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
益）合计
586,155,700.76
587,008,835.38
853,134.62
少数股东权益
4,264,346,330.47
4,264,741,894.81
395,564.34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6,999,108,789.03
7,000,677,431.52
1,568,642.4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调整情况说明：
（1）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将原列报在“其他流动资产”的银行理财产品246,100,000.00元调整至“交易性金融资产”列
报。
（2）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将原列报在“应收票据”的期末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据
67,478,573.67元调整至“应收款项融资”列报。
（3）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将原列报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债券投资项目13,726,391.48元调整至“债权投资”列报。
（4）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将原列报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股权投资项目253,689,567.72元调整至“其他非流动金
融资产”列报，同时调增公允价值变动收益254,308.15元，调增递延所得税资产1,314,334.34元,调增递延所得税负债
1,173,078.15元，调增盈余公积259,748.49元，调减未分配利润717,318.77元,调增少数股东权益853,134.62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月1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566,998,425.84
566,998,425.84
货币资金
246,100,000.00
246,100,00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其他应收款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存货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非流动资产：
债权投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其他债权投资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227,384,940.71

227,384,940.71

3,679,551.95
433,184,308.26

3,679,551.95
433,184,308.26

86,009,737.04

86,009,737.04

246,622,152.79
1,563,879,116.59

522,152.79
1,563,879,116.59

235,000,000.00

-246,100,000.00

-235,000,000.00

1,652,192,521.16

1,652,192,521.16

48,420,733.25
343,427,997.23
2,250,666.36

238,463,313.23
48,420,733.25
343,427,997.23
2,250,666.36

52,654,223.73

52,654,223.73

238,463,3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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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资产总计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其他应付款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3,540,212.41
27,785,006.05
9,518,231.43
2,374,789,591.62
3,938,668,708.21

3,540,212.41
27,785,006.05
9,518,231.43
2,378,252,904.85
3,942,132,021.44

152,080,345.51
93,536,379.11
10,423,218.73

152,080,345.51
93,536,379.11
10,423,218.73

25,662,897.95
1,832,661.85
27,761,441.59

25,662,897.95
1,832,661.85
27,761,441.59

5,281,965.54

5,281,965.54

4,414,000.00

4,414,000.00

315,710,944.74

315,710,944.74

1,500,000.00
6,750,000.00

1,500,000.00
7,615,828.31

865,828.31

8,250,000.00
323,960,944.74

9,115,828.31
324,826,773.05

865,828.31
865,828.31

583,280,278.00

583,280,278.00

1,527,024,985.19

1,527,024,985.19

207,168,664.27
1,297,233,836.01
3,614,707,763.47

207,428,412.76
1,299,571,572.44
3,617,305,248.39

3,463,313.23
3,463,313.23

259,748.49
2,337,736.43
2,597,48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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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8,668,708.21
3,942,132,021.44
3,463,313.2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调整情况说明：
（1）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将原列报在“其他流动资产”的银行理财产品246,100,000.00元调整至“交易性金融资产”列
报。
（2）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将原列报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股权投资项目235,000,000.00元调整至“其他非流动金
融资产”列报，同时调增公允价值变动收益3,463,313.23元，调增递延所得税负债865,828.31元，调增盈余公积259,748.49元，
调增未分配利润2,337,736.4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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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新设成立的子公司
序号
1
2

企业名称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

锐捷网络（苏州）有限公司

51

5,000万元人民币

锐捷网络日本株式会社

51

6,600万日元

2.本年度清算注销的子公司
序号
1

企业名称
上海爱伟迅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原因
清算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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