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实录 

 

路演时间：2021.05.20 15:00 - 17:00 

 

主持人：欢迎来到浪客直播！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将于 2021

年 5 月 20 日（星期四）15:00-17:00 在浪客直播举办，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郑重声

明： 用户、嘉宾在社区发表的所有资料、言论等，与浪客平台立场无关，不对您构成任何

投资建议。用户应基于自己的独立判断，自行决定证券投资并承担相应风险。 版权声明：

本次网上路演活动的所有内容浪客拥有完整版权，相关网页、App 应用内所有资料内容，未

经浪客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复制、转载、摘编、建立链接或利用其他方式使用。  

 

主持人：友情提醒：为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提问通道现已开放，向投资者公开征

集问题。  

 

主持人：尊敬的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欢迎参加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

网上业绩说明会。参加本次活动的嘉宾有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其实先生，副总经

理、财务总监黄建海女士，独立董事陈贵先生，保荐代表人唐加威先生。 东方财富信息股

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现在正式开始，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提问！  

 

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其实先生：各位投资者下午好！欢迎大家参与本次网上业

绩说明会。在此，我谨代表公司衷心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东方财富的厚爱和支持！同时向各

位投资者致以诚挚的问候！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会就大家主要关心的问题，进行在线

互动交流。我们衷心希望通过本次交流，进一步增进广大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同时我们欢

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共同促进公司健康快速发展。最后祝愿大家身体健康、一切顺

利。谢谢大家！  

 

味道 90478：@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其实先生  你好。我是长期投资者。在 2021

年一季度业绩超出我的预期。往后会不会有惊喜的业绩或者有什么大的项目没有做完。同时

公司根传统券商有何不同。有没有目标。真心希望能成为美国的高盛。中国的招行。  



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其实先生：尊敬的投资者，感谢您对东方财富的关注和支

持。公司是中国领先的互联网财富管理综合运营商，公司构建以“东方财富网”为核心的互

联网财富管理生态圈聚集了海量用户资源和用户黏性优势，在垂直财经领域始终保持绝对领

先地位。通过多年运营管理和研发，公司培养了一支人员稳定、技术领先的研发团队，自主

研发了一系列的网络核心技术，不断优化和完善现有互联网财富管理生态圈系统，同时，对

互联网领域的新技术和行业前瞻性技术进行深入研究和跟踪，强大的技术研发力量和核心技

术储备为公司后续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巴菲特多一特：公司对于 2021 的发展规划如何？  

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其实先生：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的提问。公司 2021

年继续坚持整体战略目标，进一步加大研发创新投入，发挥科技赋能作用，不断构建和完善

互联网财富管理生态圈建设，提升整体服务能力；进一步发挥生态圈和海量用户的核心竞争

优势，以海量用户的需求为中心，优化营业部网点布局，完善证券零售业务服务体系，进一

步完善私募机构一站式服务平台，同时积极推进国际化战略，加快港美股业务发展，充分发

挥整体协同效应，扩大用户规模，提升用户体验，进一步提升证券、期货、公募基金业务服

务能力和水平；坚持以用户需求为中心，加强产品及服务创新，加强自身在专业理财优势，

加大权益类公募基金销售，实现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服务业务差异化发展，巩固和强化行业

领先地位。  

 

饶皓凯：@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黄建海女士尊敬的公司各位领导，大家好！向尊敬的其实总

问好！我向财务总监黄女士提两个问题，1、关于公司商誉从 2015 年至今的 29 亿商誉值是

否有相关处理的时间表和财务规划？2、关于公司的负债率 73%居高不下，是否有考虑其他

融资和资金来源的多样性计划，从而降低公司运营成本和适度下降负债率给公司可能带来的

不利因素？提问如有不妥之处还望指正！谢谢黄总监！顺祝其实总及各位领导身体健康！万

事如意！东财业绩蒸蒸日上，引领行业新标杆！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黄建海女士：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截至 2020 年年末，公司商誉账面

原值 29.59 亿，商誉减值准备 0.13 亿。商誉构成主要为 2015 年收购东方财富证券形成的商

誉共计 29.25 亿。管理层聘请外部估值专家，每年年终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具体商誉会计

政策等信息已在 2020 年报中进行披露。 公司负债主要来源于子公司东方财富证券，证券公

司基于金融机构的经营特点，行业整体的杠杆水平相对较高，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低于行业均



值。如果进一步剔除代理买卖证券款，杠杆水平更低。公司会积极拓展融资渠道，灵活运用

各类融资工具，丰富资金来源，进一步降低公司营运成本。  

 

HiCodinglife：@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其实先生  请问公司有科创板公司的保荐

资格吗？若无，有规划吗？  

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其实先生：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感谢您的提问。东方财

富证券有科创板保荐资格。  

 

wang0429：公司去年发行 20 亿银行间短期融资债券，又先后两次发行可转债 76.5 亿和 158

亿，请结合公司未来的发展规划谈谈数笔大额融资的目的？  

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其实先生：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的提问。东方财

富证券发行短期融资券主要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公司先后发行两次可转债，主要用于融资融

券业务。融资融券业务属于资本消耗型业务，其规模的成长需要匹配相应规模的资金支持。

相较于其他融资融券业务收入排名接近的证券公司，东方财富证券净资本规模仍有一定差距，

东方财富证券融资融券业务规模的进一步提升受到净资本和营运资金水平的制约。公司发行

可转债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进一步扩大融资融券业务的市场份额，缩小与一流经纪类券商的差

距。同时，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大证券投资规模，增加投资范围，丰富收入来源，

进一步有效提升东方财富证券的市场竞争力和综合金融服务能力。  

 

安顺滚雪球：@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黄建海女士  请问黄总：天天基金向基金管理公司收取

的尾随佣金和销售收入，占天天基金总营业额多少比例？谢谢！！ 周一去参加了股东大会，

没有机会提问。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黄建海女士：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的提问。公司金融电子商

务服务主要由天天基金开展。天天基金营业收入包括尾随佣金、销售服务费、认申购费、赎

回费等。根据公司已公开披露的信息，2020 年 1-9 月尾随佣金和销售服务费收入 11.55 亿

元，占金融电子商务服务收入比重 54.75%。  

 

天下无韭菜：公司最近涨的很好，有什么利好消息吗？  

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其实先生：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股价受多种因素综

合影响。如果有需要披露的信息，公司会及时进行披露。 



  

徒工的公：1、国际业务的业绩什时候能有大幅度的提升？ 2、自营基金的业绩有什么可以

展望的？  

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其实先生：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会积极推进国际化

战略，进一步加强科技赋能，推动港美股业务快速发展。公募基金业务尚处于发展初期，公

司会稳步推进该业务进一步发展。  

 

股友 20l88L8776：@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黄建海女士  公司 2020 年度的 应收增长比率 超

过 130%，相比营收增长比率稍多，请问黄副总，主要原因是什么？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黄建海女士：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应收账款主要由金融电子商

务服务业务板块形成，公司 2020 年金融电商服务收入同比增长 139.7%，是应收账款增长的

主要原因。  

 

天下无韭菜：分红款什么时候到账？  

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其实先生：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本次委托中国结算

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21年 5月27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qiuyunsen：请问一季度应收账款较年初增加 4.43 亿主要是什么原因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黄建海女士：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的提问。2021 年第一季度

公司营业收入 14.01 亿元（主要来自于金融电子商务服务业务）同比增长 115.70%，是一季

度末应收账款增加的主要原因。  

 

一枚地瓜：公司计划如何与富途证券、老虎证券在参与国际资本市场方面的竞争，富途证券

似有垄断趋势，东财国际证券有什么好的计划与突破口没有？另外，就是昨天看到消息说，

富途证券也有意进军内地市场，东财如何与此类互联网券商在国内市场竞争中占得优势？最

后希望公司风清气正、不参与市场上一切歪门邪道和坐庄等违法违纪行为，祝公司越来越好，

为看好公司相信管理层的广大投资者创造更大价值！  

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其实先生：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会紧紧围绕整体战

略目标，坚持以用户需求为中心，秉持为用户创造更多价值的使命，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



加快推进国际化战略，充分发挥科技赋能作用，推动港美股业务快速发展。公司一直坚持规

范运作，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进行经营管理和信息披露工作。  

 

济民天堂：@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其实先生  东方财富日活用户大概多少呀，现

在离同花顺还有多大差距，在交易工具端有什么计划引流吗？  

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其实先生：尊敬的投资者，您好！该数据公司未公开披露。

公司会进一步加大品牌宣传推广力度，扩大用户规模。  

 

agg_1：@中金公司保荐人 唐加威先生  您好，想问下公司目前存续的债务情况和未来是否

有新的融资规划？  

中金公司保荐人 唐加威先生：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的债务情

况已在定期报告中进行披露，敬请查阅。 

  

股友 Co1equ8361：@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其实先生  天天基金网对基金公司尾

佣 一般是按什么样的收费标准？  

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其实先生：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的提问。每一只基

金产品尾随佣金率由公司与基金公司单独协商。  

 

agg_1：@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其实先生  公司在 choice 业务上的布局重点，今

年是什么样的？  

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其实先生：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将进一步加强研发

技术投入，进一步提高 choice 专业化、智能化水平。  

 

James 一直在吃土：公司在机构端业务的收入来源及细分业务情况可以介绍下吗？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黄建海女士：尊敬的投资者您好，目前公司机构端业务规模比较小。  

 

股友 Co1equ8361：@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其实先生  公司自己的基金管理公司

情况怎样？管理多少规模的产品？  



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其实先生：尊敬的投资者，您好。目前东财基金业务健康

发展，已发行了 12 支基金产品。具体基金产品及信息敬请关注基金公司官网（网址：

http://www.dongcaijijin.com）。  

 

HiCodinglife：@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其实先生  但是没有看到科创板公司的保

荐结果，都是中信和建投等传统券商  

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其实先生：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涂山掌财二当家：@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其实先生    请问公司未来几年的战略

规划如何  

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其实先生：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致力于构建人与财

富的金融生态圈，提供集财经、证券、基金、期货、社交服务等一站式互联网财富管理服务，

为用户创造更多价值。  

 

天马行空壹号：@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其实先生  您好，请问公司领导未来财富

管理的重点发展方向是什么？谢谢！  

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其实先生：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提问。公司是中国

领先的互联网财富管理综合运营商，公司将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现有互联网财富管理生态圈系

统，加强研发技术投入，提升智能化、个性化服务，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的财富管理模式，

为用户提供稳定高效优质服务。  

 

股友 E82571853C：@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其实先生  请问董事长，公司嘉定地

块项目。啥时候会大规模开建？预计啥时候完工？所需资金怎样解决  

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其实先生：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嘉定项目正在建设中，

预计 2024 年年内竣工验收，资金公司自筹。  

 

专注求知：请聊聊未来东财在投行业务方面的规划  

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其实先生：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投行业务不同于证券经纪业务及两融业务，东方财富证券近几年在积极培养相关人才团队。  

 

http://www.dongcaijijin.com/


基民 92o500y792：其总您好，东财的营收大头天天基金和东财证券都受市场行情影响较大，

因此业绩波动也会较大稳定性较低，不利于培养长期投资者，比如银行有不良拨备可以平滑

业绩，东财是否有平滑业绩的措施？  

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其实先生：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的关注。公司将积

极推进和实施公司整体战略，坚持以用户需求为中心，进一步加强战略投入，强化技术和产

品的研发创新，不断拓展和完善生态圈服务的内容，进一步提高综合服务能力、质量和水平，

持续提升用户体验，扩大用户规模，巩固和增强海量用户的优势和用户黏性，提高公司整体

竞争实力。未来，随着财富管理生态圈的构建完成，公司所提供的专业服务，将更加丰富和

完善，各业务板块之间协同效应将大大增强，证券市场景气度波动对公司业务带来的影响也

将会降低。  

 

基民 92o500y792：@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其实先生  其总您好，请公司重视天

天基金的用户反馈的问题，我之前反馈的天天基金自选基金置顶功能有缺陷，反映完倒是打

了电话，但就不了了之了  

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其实先生：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如果方便，请您通过投资者热线 021-54660526 或者董秘邮箱 dongmi@eastmoney.com 留下联

系方式，公司会主动联系您，进一步了解您反馈的问题。  

 

股友 6emBeY：@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其实先生  请问原来的董秘陆威先生现在

还在公司吗？具体负责什么？为什么在没有确定新的董秘人选的情况换人，现在有合适的人

选了吗？  

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其实先生：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的提问。陆威先

生仍在公司任职。公司会尽快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  

 

股友 6emBeY：@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其实先生  请问公司的人才战略是怎样的？  

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其实先生：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的提问。公司积

极推行“以人为本”的人才战略，通过内部培养和外部引进，不断扩充和培养骨干队伍，形

成了以创业团队为核心，以资深经理人为骨干的管理团队，主要管理人员具有丰富的管理经

验、互联网技术开发经验和金融研究工作经验，对互联网服务行业的相关技术、发展历程及

未来趋势具有深刻理解。同时，公司不断完善考核激励制度，激励和稳定核心团队。  



 

James 一直在吃土：@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其实先生  请问当前在证券业务的战

略布局是否有调整？有什么新的方向吗？  

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其实先生：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的提问。公司证

券业务目前阶段将继续大力发展证券经纪业务、融资融券业务，加大证券投资规模，进一步

提升东方财富证券核心竞争力。  

 

徒工的公：@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其实先生  港股及国际业务今早发展起来，投

资者都盼着呢  

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其实先生：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支持。  

 

StevenLight：恭喜公司市值增长迅速，请问公司对于泛财经泛金融业务的布局，会有横向

扩展的规划吗？  

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其实先生：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的提问。公司将

围绕整体战略目标，坚持以用户需求为中心，秉持为用户创造更多价值使命，进一步加强主

营业务领域探索和拓展，不断延伸和完善服务链条，拓宽服务范围，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服

务能力和水平，构建和完善人与财富的金融生态圈。  

 

股友 20l88L8776：@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其实先生  公司在东财网上的用户数

量与粘性都不错，但是在收益效率上 却和 友商 同花顺仍有一定的距离，公司如何更好地

利用自己的生态圈和流量，在新一年，公司将会在哪些方面有更多创造收益的新业务形式的

探索？  

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其实先生：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会围绕整体战略目

标，以用户需求为中心，积极探索新业务新产品，为用户创造更多价值。  

 

天下无韭菜：@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黄建海女士  两融业务减值准备提的充分吗？业务规模

增加很多，风险可控吗？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黄建海女士：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提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东方财富融出资金的账面价值为 300.72 亿元，其中减值准备余额 6811.78 万元。公司

运用预期信用损失模型，根据资产组合的违约风险暴露、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等参数计量



预期信用损失，公司两融业务减值准备计提充分。公司两融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零售客户，

公司的两融业务风险可控。  

 

股友 NtFQUE：@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其实先生  请问其总，欣喜看到东财近年

来的快速成长，有以下两个问题请教：1.按照目前东财的成长速度，年度营收超 300 亿预计

5 年时间实现是否有可能？2.未来三年公司发展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公司计划如何

应对？谢谢  

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其实先生：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提问。公司不对未

来业绩进行预测。公司将持续积极推进一站式互联网财富管理战略，推动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公司未来发展需要优秀的人才，公司将继续推行“以人为本”的人才战略，激励和稳定核心

团队。  

 

东方涨财富：@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其实先生  您好董事长！东方财富有没有在

中央电视台做广告的打算？谢谢！  

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其实先生：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提问。目前，公司

没有这样的计划。  

 

基民 92o500y792：@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其实先生  其总您好，根据同花顺数

据对比，东财人均收入在券商行业倒数第一，这与东财成绩的成长性和营收不匹配，是否有

存在人才流失的风险？新任总经理郑立坤先生也未持有公司股票，是否有考虑近期开展新的

股权激励计划，以提高积极性？  

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其实先生：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和

建议。  

 

HiCodinglife：有直播吗，怎么看不到直播  

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其实先生：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本次网上业绩说明会采

用文字直播形式，欢迎您提问，与公司进行交流。  

 

股友 yhkl：@中金公司保荐人 唐加威先生  公司业绩如何  



中金公司保荐人 唐加威先生：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的提问。公司已在中国证监会

指定网站披露业绩情况，敬请查阅。  

 

股友 NB5JzZ：请问公司对国际化有什么新的布局？因为公司在国内有着良好的客户资源，

相信发力港美股，一定能超过富途，老虎，但是建议尽快发展，否则用户形成习惯，获客成

本就更大了。感谢东财，希望越来越好   

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其实先生：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支持。

海外市场广阔，公司未来将进一步加强科技赋能，推动港美股业务快速发展，不断提升用户

体验，为用户创造更多价值。  

 

徒工的公：@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黄建海女士  二季度业绩会预告么，如有预告，最早什么

时候能公布？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黄建海女士：尊敬的投资者，您好。目前，根据《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相关规定，季度业绩预告不属于强制性披露内容。  

 

任逍遥 wm：@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其实先生  券商的证券投资业务，包括固定

收益投资、衍生品投资与交易、股票方向性投资，请问公司重点发展哪类证券投资业务？在

资金运用结构和比例上，有什么样的考虑？  

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其实先生：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提问。东方财富证

券的证券投资业务包括了债券、股票等多种金融产品的投资和研究。东方财富证券秉承稳健

经营原则，实行全面风险管理，证券投资业务执行风险中性策略，债券投资以固定收益投资

作为主要投资方向，证券投资以长期稳健投资为主导，秉承价值投资导向，严格控制各类风

险敞口，提高投资回报，并由追求中短期相对收益转变为追求中长期绝对收益。  

 

任逍遥 wm：@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其实先生  请问：1、发展资管计划业务的目

标和未来三年的阶段性计划。2、国际业务的目标和未来三年的阶段性计划。3、未来两年内

有无收购计划。  

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其实先生：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提问。公司致力于

构建人与财富的金融生态圈，为用户创造更多价值。围绕公司整体战略目标，公司会加大投

入力度，做好资管业务和港美股业务，为广大海内外用户提供优质服务。  



 

主持人：各位嘉宾、各位投资者，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到

此结束，感谢所有参加本次直播的投资者，同时也感谢东方财富各位嘉宾对投资者提问的认

真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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