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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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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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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董事 肖幼美 因公务无法出席 张龙飞 

 

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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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注册会计师审计，公司 2018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

利润-11,636.15万元，截止本年度末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 42,138.98万元。 

根据《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拟实施现金分红时应同时满足以下条

件：公司当年盈利，并由审计机构对公司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鉴于公司 2018年度亏损，未能达到公司章程实施现金分红的条件，因此本年度公司利润分配

方案拟为：不派发现金股利，不送红股，也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以上预案仍需提交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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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证股份 600446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姚震 林勇、黄舒倩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五道金证科技大

楼（8-9楼）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五道金证

科技大楼（8-9楼） 

电话 0755-86393989 0755-86393989 

电子信箱 yaozhen@szkingdom.com liny@szkingdom.com；

huangshuqian@szkingdom.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主要服务于金融行业客户，产品覆盖证券、基金、银行、期货、保险、信托、综合金融

等领域。同时还涉及硬件销售、智慧城市等业务。 

公司软件业务主要是按照产品化或定制项目的模式向客户销售，同时按功能升级收取软件升

级费用，按年收取软件维护费用。公司硬件销售业务主要是作为代理商，进行网络、安全等硬件

产品的增值分销。 

公司金融 IT 核心业务主要情况如下： 

证券 IT 业务： 

公司在证券 IT 领域主要为券商经纪业务、自营业务、投资咨询业务、资产管理业务等核心业

务提供相关技术解决方案。产品包括集中交易、融资融券、转融通、账户、快速订单、股票期权、

券商 OTC、客户关系管理、券商资产管理等。 

资管 IT 业务： 

公司资管 IT 业务主要是面向公募基金、信托、券商资管、保险资管、期货资管、私募资管、

第三方理财及第三方支付在内的大资产管理行业客户提供技术解决方案及产品，业务模式包括自

建模式与外包模式，覆盖投资、登记、销售、估值、风险监督、营销服务等业务环节。 

银行 IT 业务： 

公司银行 IT 业务主要是为银行提供手机银行和手机支付解决方案，包括持续的设计开发、运

行维护、客户支持、业务营销、银行人员培训以及运营商支持等多个方面的服务；同时为银行提

供综合理财平台；以及为银行提供卡及支付领域的技术解决方案，产品包括全渠道收单平台、支

付工具创新平台、商户自助服务平台、智能 POS 收单平台、统一对账及差错处理平台、收单营销

平台等。 

综合金融 IT 业务： 

公司综合金融 IT 业务主要专注于场外各类要素交易市场，为泛金融市场提供一体化整体解决

方案和金融云服务，并为金融行业提供监管和数据应用解决方案。目前业务涵盖互联网金融、产

权、股权、金融资产、商品现货、文化艺术品、环境能源等各类要素交易市场及交易集团，能为

行业客户提供软硬件开发和销售、业务咨询、人力外包、数据服务和云运营服务。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2016年 



增减(%) 

总资产 3,842,701,535.60 4,546,819,933.07 -15.49 3,174,533,467.02 

营业收入 4,890,612,543.65 4,227,745,965.28 15.68 3,665,606,591.2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16,361,503.88 132,000,143.37 -188.15 235,078,925.3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43,846,276.02 122,331,203.58 -299.33 246,615,747.2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626,265,442.36 1,888,054,211.53 -13.87 1,469,925,048.73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319,351,852.41 107,373,057.80 197.42 20,918,234.92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363 0.1581 -186.21 0.28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363 0.1581 -186.21 0.28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6.62 8.42 减少15.04个百

分点 

17.13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075,793,306.18 1,361,299,128.52 1,104,932,847.80 1,348,587,261.15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4,965,747.60 99,170,956.78 24,464,639.62 -215,031,352.68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26,692,992.04 41,244,471.64 16,231,477.49 -274,629,233.11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40,534,183.10 78,473,186.00 77,396,387.72 304,016,461.79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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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4,93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1,98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杜宣 0 90,454,262 10.6

0 

0 质押 56,290,000 境内自

然人 

赵剑 0 90,263,974 10.5

8 

0 质押 56,822,300 境内自

然人 

李结义 0 86,603,765 10.1

5 

0 质押 64,210,000 境内自

然人 

徐岷波 0 81,165,428 9.51 0 质押 69,074,931 境内自

然人 

深圳前海联礼阳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0 49,830,390 5.84 0 无 0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0 6,054,101 0.71 0 无 0 其他 

何学忠 4,585,799 4,585,799 0.54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郑小桃 4,059,000 4,059,000 0.48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程伊文 3,663,300 3,663,300 0.43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

托有限公司 

3,513,703 3,513,703 0.41 3,513,

703 

无 0 国有法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

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持股 5%以上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

额 
利率 

还本付

息方式 

交易

场所 

深圳市金证科

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17 年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

（面向合格投

资者）（第一期） 

17 金证

01 

143367.S

H 

2017/11

/13 

2022/11

/13 

350,00

0,000 

5.39 每年付

息 一

次，到

期一次

性还本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5.2 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不适用  

公司已于 2018年 11月 13日按期足额支付公司债券“17金证 01”存续期内第一年的利息。 

 

5.3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不适用  

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元资信”）2018 年 6 月 15 日出具的《深圳市金证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面向合格投资者）（第一期）2018 年跟踪信用评级报

告》，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维持为 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维持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根据监管部门的要求，公司已委托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担任跟踪评级机构，鹏元资信将在



债券存续期内，在每年本公司审计报告出具后的两个月内进行一次定期跟踪评级，并在本期债券

存续期内根据有关情况进行不定期跟踪评级。最新跟踪评级报告将于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

两个月内，在鹏元资信网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布，请投资者关注。 

5.4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指标 2018年 2017年 
本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变动原因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1,446.88 28,493.20 -105.08 主因为利润总额减少 

流动比率 1.60 1.80 -11.24 主因为货币资金减少 

速动比率 1.08 1.23 -12.27 主因为货币资金减少 

资产负债率（%） 52.50 49.93 5.14  

EBITDA全部债务比 -0.02 0.29 -107.59 主因为利润总额减少 

利息保障倍数 -0.80 9.42 -108.46 主因为利润总额减少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9.04 6.72 34.54 主因为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0.30 10.29 -102.89 主因为利润总额减少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公司 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 489,061.25万元，同比增长 15.6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11,636.15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4,384.63万元。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1.财政部于 2018年 6月 1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8〕15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归并部分资产负债表项目，拆分

部分利润表项目；并于 2018年 9 月 7日发布了《关于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



的解读》，明确要求代扣个人所得税手续费返还在“其他收益”列报，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

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均作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列报等。 

本公司已经根据新的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财务报表的列报项目因此发生

变更的，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的相关规定，对可比期间的比较

数据进行调整。 

对可比期间的财务报表列报项目及金额的影响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列报项目 
2017年 12月 31

日之前列报金额 
影响金额 

2018年 1月 1日

经重列后金额 
备注 

应收票据 63,889,792.76 -63,889,792.76    

应收账款 569,738,219.86 -569,738,219.86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 
 633,628,012.62 633,628,012.62   

应收利息 1,183,600.69 -1,183,600.69  
 

其他应收款 48,534,024.01 1,183,600.69 49,717,624.70   

应付票据 6,954,670.00 -6,954,670.00    

应付账款 562,581,665.67 -562,581,665.67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 
 569,536,335.67 569,536,335.67   

应付利息 3,005,879.08 -3,005,879.08  
 

其他应付款 133,326,446.83 3,005,879.08 136,332,325.91   

管理费用 705,850,685.90 -503,777,620.37 202,073,065.53   

研发费用  503,777,620.37 503,777,620.37   

2.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9 号——关于权益法下投资净损失的

会计处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0 号——关于以使用固定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折旧方法》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1 号——关于以使用无形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摊销方法》及《企业

会计准则解释第 12 号——关于关键管理人员服务的提供方与接受方是否为关联方》。公司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解释，执行上述解释对公司期初财务数据无影响。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共 29户，具体包括： 



子公司名称 
子/孙公

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

例（%） 

表决权比

例（%） 

深圳市齐普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 100 

上海金证高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 100 

北京北方金证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 100 

成都市金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 100 

成都金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 100 

深圳市金证博泽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 100 

南京金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 100 

金证财富南京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 51 51 

深圳市金微蓝技术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 47.25 47.25 

北京联龙博通电子商务技术有限

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 100 

人谷科技（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 90 90 

深圳市融汇通金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 60 60 

珠海金智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 51 51 

深圳奔球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 100 

陕西金证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 52 52 

深圳金证引擎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 53 53 

深圳市睿服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 60 60 

深圳市金证投资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 100 

金证技术（香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 100 

深圳市齐普生数字系统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 二级 100 100 

北京市齐普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 二级 100 100 

齐普生信息科技南京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 二级 100 100 

金证联龙（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 二级 100 100 

深圳智泽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 二级 100 100 

深圳市知领互联信息有限公司 控股孙公司 二级 30.6 51 

江苏金证引擎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控股孙公司 二级 27.03 51 

深圳金证奇云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控股孙公司 二级 31.80 60 

深圳金证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 二级 100 100 

深圳市金万博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 二级 51 51 

 

子公司持有半数或以下表决权但仍控制被投资单位的依据说明详见“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

的权益（一）在子公司中权益”。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增加 5户，减少 3户，其中： 

1.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权的



经营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金证技术（香港）有限公司 出资设立 

江苏金证引擎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设立 

深圳金证奇云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设立 

深圳金证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出资设立 

深圳市金万博科技有限公司 出资设立 

 

2．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委托经营或出租等方式丧失控制权

的经营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成都金证博泽科技有限公司 股权处置 

深圳市金证软银科技有限公司 注销 

齐普生信息科技（海南）有限公司 注销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