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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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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井贤栋 出差 韩歆毅 

董事 胡喜 出差 韩歆毅 

独立董事 刘霄仑 出差 郭田勇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恒生电子 600570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童晨晖 屠海雁 

电话 0571-28829702 0571-28829702 

办公地址 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3588号

恒生大厦 

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3588号

恒生大厦 

电子信箱 investor@hundsun.com investor@hundsun.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6,515,683,753.02 6,216,346,101.47 4.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3,684,023,165.79 3,181,504,869.15 15.79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19,293,525.51 -351,158,363.83   

营业收入 1,523,962,060.03 1,360,997,368.50 11.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678,342,155.59 300,348,340.63 125.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56,425,407.67 223,850,843.50 14.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9.40 9.43 增加9.9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84 0.37 127.0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84 0.37 127.03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92,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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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杭州恒生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未知 20.72 166,417,197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57 20,676,170 0 无 0 

周林根 未知 1.95 15,647,823 0 无 0 

蒋建圣 境内自然

人 

1.92 15,424,466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76 14,138,670 0 无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1.74 13,948,402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国有法人 1.44 11,582,318 0 无 0 

陈鸿 未知 1.36 10,955,820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二组合                                                                                                            国有法人 1.18 9,474,290 0 无 0 

彭政纲 境内自然

人 

1.15 9,230,0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 年上半年，受到资本市场回暖以及科创板筹备、资管新规政策落地、沪伦通开通等监管

政策利好的影响，公司上半年营收增长稳健。费用方面，公司总体费用同比增长约 16.42%，费用

增长原因主要为公司加大研发投入，人员薪酬增长所致。 

1. 研发与产品 

2019 年上半年，公司在产品技术方面上全面推进 Online 技术架构升级，并形成技术中台、

数据中台、业务中台为核心的大中台战略，继续加强对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投入。 

●产品与架构。重点产品全面推进技术架构 online 转型，全面拥抱互联网分布式架构满足

金融机构业务发展的需要，并形成技术中台、数据中台、业务中台三中台规划及相应产品组织调

整。 

●在金融科技领域，成立云基础发展部为金融行业云及金融机构私有云建设、运营提供解决

方案;成立数据中台发展部为金融机构提供大数据相关平台及应用解决方案；在人工智能领域，持

续践行为金融机构提供实用好用的 AI 产品，在智能客服、智能资讯、智能投研领域产品成熟度与

客户规模持续提升；同时，在面向金融行业的自然语言处理、知识图谱、区块链应用方面，积极

参与行业合作，持续探索新的应用场景。 

2. 投资与并购 

2019 年上半年，公司继续保持对于前沿技术领域（如智能语音、知识图谱、量化技术等）的

投资和布局，公司控股子公司鲸腾网络完成了 A 轮融资。 

3. 运营与体系管理 

牢固树立客户第一的核心价值观。作为服务于金融行业的技术公司，客户第一始终是公司的

生命线。公司内部开展了多场关于客户第一的学习、反思、研讨会，并共创出一系列行动措施，

包括优化客户声音管理的流程机制、提升产品质量与服务质量、价值观应用于绩效考核及奖惩等

关键人力资源领域。 

持续开展 U+行动。通过 Service Online / U+APP 的持续运营，实现客户服务线上化，逐步

建立恒生与客户的互动场景，产生双边效应。U+APP 已实现用户中心、服务、课堂、吐槽四大核

心场景功能，在各应用市场上架。Service Online 实现客户可在线查看实施进度、合同状态、关

联需求等；实现客户全产品、全需求、全流程在线查看。 

全面推行技术升级。公司形成技术中台、数据中台、业务中台三中台规划及相应产品组织调

整，明确了多个平台型产品及其架构升级目标。2019 年 5月，公司联合蚂蚁金服、阿里云共同发

布了新一代分布式服务开发平台 JRES3.0 powered by ant，聚力三方能力，更好地推进数字金融



发展。上半年新研发产品基于 JRES3.0 架构的比例大幅上升。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如下：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2019.1-6月营业收

入 

2019.1-6 月营

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

比上

年 增

减（%） 

经纪业务 218,419,930.26 602,540.56 99.72 0.99 -98.09 14.28 

资管业务 484,335,696.15 11,127,060.07 97.70 9.05 2,484.92 -2.20 

财富业务 379,142,379.98 870,330.97 99.77 27.08 94.11 -0.08 

交易所业务 44,517,042.49 1,967,303.57 95.58 -14.59 227.04 -3.27 

银行业务 113,128,114.77 5,658,197.05 95.00 28.73 928.03 -4.37 

互联网业务 237,746,906.99 1,784,354.24 99.25 12.06   -0.75 

非金融业务 45,755,198.94 9,120,177.36 80.07 -3.97 -41.28 12.67 

合计 1,523,045,269.58 31,129,963.82 97.96 12.11 -36.53 1.57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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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

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

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公司 2019 年 1 月 1 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项  目 

资产负债表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新金融工具准则 

调整影响 
2019 年 1 月 1 日 

应收账款 151,694,652.48 -239,861.16 151,454,791.32 

交易性金融资产  3,415,984,549.98 3,415,984,549.98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 

175,827,801.05 -175,827,801.05  

其他流动资产 1,986,432,179.42 -1,976,307,303.63 10,124,875.79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1,263,849,445.30 -1,263,849,445.30  



递延所得税资产 38,794,742.83 22,915.01 38,817,657.84 

未分配利润 1,929,694,106.29 181,811,555.00 2,111,505,661.29 

其他综合收益 181,780,171.39 -182,024,216.72 -244,045.33 

少数股东权益 232,897,733.41 -4,284.43 232,893,448.98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