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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业绩说明会暨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投资者关系 

活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投资者网上提问 

时    间 2022 年 5 月 12 日（周四）15:00～17:00 

地    点 
公司通过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s://ir.p5w.net）采用网络

远程的方式召开业绩说明会 

上市公司 

接待人员姓名 

董事长朱文明、董事/总经理徐正军、独立董事陈丽花 

财务总监褚文兰、副总经理杨墨、副总经理/董秘房莉莉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公司参会嘉宾与投资者互动的主要内容如下： 

1、开始了吗？ 

答：您好！ 金财互联 2021 年年度报告网上业绩说明会于 2022-05-12 

15:00~17:00 在全景路演举办，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2、开始了吗？哪里能看直播？ 

答：您好！ 公司本次业绩说明会采取网上文字提问互动的方式，未采

取直播方式。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谢谢关注！ 

3、业绩这么差，什么时候能亏转盈？ 

答：您好！公司正按照 2022 年度经营计划稳步推进各项工作，具体业

绩表现请及时关注公司定期报告。谢谢关注！ 

4、对股票上下浮动这么大，多数股民腰斩，公司作何解释？ 

答：您好！股票二级市场价格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公司将依法合规做好

生产经营，实现经营业绩的稳步增长，回报投资者的支持与信任。谢谢关注！ 

5、公司有新的大业务合作吗？ 

答：您好！公司目前实施互联网财税+热处理双主业发展战略。未来如

有业务方向调整或转型计划、新业务拓展计划等，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谢谢关注！ 

6、形成的商誉为啥这么高？ 

答：公司参照被收购资产的审计、评估结果及市场价格，与被收购方协

https://rs.p5w.net/question/5694c4f1f7624a1d982214b2130addfd.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9be9f4a8aadb4177992a96e2e1f20703.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c41a0a7491c74c70802bcc70efb8ca26.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416c2ea886784da4b99b8daf8a54eb6e.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d977a21fcc254d20afc1222cdfb00819.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7afdb3874a6342d8a8c1a083dfa36b3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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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进行收购，被购企业的价格与其可辨认性资产的公允价值的差额确认为商

誉。公司每年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 要求对商誉进行资产减值测试评估，截

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账面商誉净值为 1923 万，占资产总额 0.63%。 

7、公司业绩这么差，什么时候退市？ 

答：您好！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第

九章第三节“财务类强制退市”中关于利润、收入指标的规定：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深交所对其股票交易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 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 谢

谢关注！ 

8、能具体说明为什么会和上海湾区终止合作？ 

答：您好！因上海湾区与东润金财在履行双方于 2021 年 2 月签署的《股份

转让协议》过程中存在争议，最终决定终止合作。谢谢关注！ 

9、证监会的问询是什么原因？ 

答：您好！ 深交所在审核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及相关公告时，关注到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披露，以及相关业务开展等事项，向公司发出了问询

函，公司将就相关问题作出回复，并及时对外披露。谢谢关注！ 

10、公司股价一个月跌了 30%，股民损失惨重，请问什么时候股价能

恢复正常？ 

答：您好！公司正按照五年规划及 2022 年经营计划依法依规经营，二

级市场股票价格受宏观经济、市场情绪、投资者偏好等多种因素影响，阶段

性波动不受公司控制。谢谢关注！ 

11、上半年业绩是亏是盈？ 

答：您好！公司正按照 2022 年度经营计划稳步推进各项工作，具体业

绩表现请及时关注公司定期报告。谢谢关注！ 

12、有考虑回购吗？ 

答：二级市场股票价格受宏观经济、市场情绪、投资者偏好等多种因素

影响。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体经营业绩请查阅公司披露的定期报

告。公司目前暂没有股份回购计划，今后如有回购计划，公司将及时履行审

批及信息披露义务。感谢关注！ 

13、说明会是直播还是网上提问互动？ 

答：您好！ 公司本次业绩说明会采取网上提问互动形式展开，欢迎广

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https://rs.p5w.net/question/80e2e50f0c7d4dd993af188dbdc4a39a.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549521ba5be54ba398e6c3a3f10e2b6c.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a84e9bf1719442968c92f503d3e5941f.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5a8f2e52be9146e7b8309de6c98889fd.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69bfb83836424713acea542d1c46d449.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69bfb83836424713acea542d1c46d449.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69bfb83836424713acea542d1c46d449.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b30a4af1dda1482bb94b2e637c2db859.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2dae8c5246114e3d87b1a8e7c46d5bfa.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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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江苏疫情对公司的业绩影响有多大？ 

答：您好！根据 4 月份的情况，由于疫情造成物流不畅，部分客户停工、

停产，公司产品发运、交付服务、安装调试等费用都有上涨。公司目前预估

约有 1 个月左右的业绩影响，如果随着国家对疫情的有效控制，后期这些需

求释放，公司有能力弥补前期的影响。谢谢关注！ 

15、今天股票为啥涨了 6 个点？ 

答：您好！二级市场股票价格受宏观经济、市场情绪、投资者偏好等多

种因素影响，谢谢关注！ 

16、业绩主要亏损的原因？ 

答：2021 年，公司互联网财税板块一方面加大对税局端系列产品和解

决方案的研发和验证投入，另一方面组织实施针对企业用户以数字发票全生

命周期管理为切入点和针对平台经济的产品系列的研发及不同行业用户的

试点验证工作，导致公司整体经营成本增加。同时由于新冠疫情及宏观经济

景气度整体走弱，基于谨慎性考虑，公司对部分资产计提了信用减值准备、

商誉减值准备和其它资产减值准备。基于上述原因，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

亏损。 

17、跌的有点多，咱们拉拉股价好吗？ 

答：您好！公司正按照五年规划及 2022 年经营计划依法依规经营，二

级市场股票价格受宏观经济、市场情绪、投资者偏好等多种因素影响，阶段

性波动不受公司控制。谢谢关注！ 

18、目前有什么利好的消息吗？ 

答：您好！公司将按照信息披露相关规则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关注公司在巨潮资讯网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信息。谢谢关注！ 

19、公司股东有东方工程株式会社，公司业务员涉及互联网财税和电

子税务局等数据型业务，是否存在数据安全风险？对外业务合作时甲方是

否会考虑到股东的政治因素？ 

答：东方工程株式会社并未在上市公司及互联网财税板块担任任何董

事、监事及高管等职务，更不参与任何经营行为，属于纯粹的财务投资者。

公司依法依规开展互联网财税和电子税务局等数据型业务，并取得所需相关

安全资质，业务正常开展。谢谢关注！ 

20、最近有没有什么项目参与？ 

答：公司持续积极参与热处理加工和服务项目、数字税务和数字企业等

相关信息化建设，公司中标项目中如达到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标准，将按照

信息披露要求及时披露。谢谢关注！ 

https://rs.p5w.net/question/3892698abef54a779360a8c0ae851a6e.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9537aeb3696a4256a8b8a63a3dcae465.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8c413a79bcbb4d12aca9cba6716cbff6.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295994970dee4e2c901ed8173131de22.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6686b5e816f84188bb4c3b753549868e.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4dce39f955bc482e9ea2237d486f5af5.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4dce39f955bc482e9ea2237d486f5af5.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4dce39f955bc482e9ea2237d486f5af5.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9e0bb2cedf4647958889e47e11bc3efc.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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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贵公司近几年持续亏损，会不会 st？ 

答：您好！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第

九章第三节“财务类强制退市”中关于利润、收入指标的规定：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深交所对其股票交易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目前不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 谢谢关注！ 

22、公司什么时候可盈利？ 

答：您好！公司正按照 2022 年度经营计划稳步推进各项工作，具体业

绩表现请及时关注公司定期报告。谢谢关注！ 

23、请问贵公司之前说在数字货币有技术储备，具体是什么技术？ 

答：公司在数字货币领域技术储备主要集中于基础平台与应用创新两个

方面。基础平台层面涉及较多的领域，且仍处于不断变化中，公司在分布式

账本、可控匿名、密码算法、智能合约、双离线等方面持续积累相关技术；

应用创新层面，公司正在开展相关方案设计与产品研发。谢谢关注！ 

24、国家税务总局金税四期能给个准确的完工信息嘛？几月份才可以

完工？ 

答：金税四期工程由国家税务总局进行统一规划与统筹建设，请密切关

注国家税务总局官方信息。谢谢关注！ 

25、历史最高的 4 分之一，未来的趋势是怎样？看到 D 点提示，今天

就建仓了！ 

答：您好！公司正按照五年规划及 2022 年经营计划依法依规经营，二

级市场股票价格受宏观经济、市场情绪、投资者偏好等多种因素影响，阶段

性波动不受公司控制。谢谢关注！ 

26、董秘，您好，在国家大力推广数字货币的进程中，公司相关的业

务在这其中有哪些建设项目？谢谢！ 

答：您好！公司在数字货币领域持续进行相关技术的储备工作，但截至

目前，尚未形成数字货币的相关业务收入。谢谢关注！ 

27、公司有新业务开展吗？ 

答：您好！ 公司目前实施互联网财税+热处理双主业发展战略。未来如

有业务方向调整或转型计划、新业务拓展计划等，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谢谢关注！ 

28、公司股票这么低，近期有回购么？ 

答：二级市场股票价格受宏观经济、市场情绪、投资者偏好等多种因素

https://rs.p5w.net/question/659baf7413cb4a8994b01dba90247c06.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248e7646182e4bc9af4cdf12cdb6b605.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b79e520d4f8b4e3ab8b53bd7568b76d3.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92fd0f1d9b534fbda108289c89f52ee1.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92fd0f1d9b534fbda108289c89f52ee1.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78edcee3b31f4df6aae0ff3280876733.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78edcee3b31f4df6aae0ff3280876733.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b04d83355ef047ae8f3df4e18f10a66e.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b04d83355ef047ae8f3df4e18f10a66e.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67bb77d1232b44c1a54e2ca7912b4189.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8b153ef4f2bd4b63aac8f658321ae18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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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体经营业绩请查阅公司披露的定期报

告。公司目前暂没有股份回购计划，今后如有回购计划，公司将及时履行审

批及信息披露义务。感谢关注！ 

29、如果国家税务总局金税四期建设完毕。对金财互联有营收入有影

响吗？影响大不大？能不能实现盈收入？盈收入大约会有多少？ 

答：金税四期是国家税务总局为落实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系统性信息化

工程，税收管理体系全面上升到“以数治税”。如果金税四期建设完毕，将对

全国企业的数字财税和企业服务产生深远影响。公司在这一轮的变革中，已

经在产品研发等层面提前做了投入，后续也将努力争取更大市场份额。具体

业绩情况请关注公司后续对外披露的定期报告。谢谢关注！ 

30、目前公司主营业务有哪些？今年会扩展新业务吗？ 

答：您好！公司目前实施互联网财税+热处理双主业发展战略。未来如

有业务方向调整或转型计划、新业务拓展计划等，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谢谢关注！ 

31、这次业绩说明会的意义是什么，如何提升投资者的信心？ 

答：您好！业绩说明会是公司高层和股东近距离接触的一种机会，是广

大中小股东了解公司近况和未来发展规划的一次良机。公司将努力改善经营

业绩，提升投资者信心。谢谢关注！ 

32、路演有什么用，把业绩做上去多硬气！ 

答：您好！谢谢您的建议，公司将努力改善经营业绩。谢谢关注！ 

33、贵公司参与财税四期的进度怎么样？四期的盈利模式是啥？目前

有无盈利？ 

答：您好！国家税务总局金税四期正在建设进行中。公司一方面为税局

提供部分产品及开发运维工作，另一方面是金三、金四建设后，企业的票财

税会发生新的变化，公司为企业提供市场化的数字财税服务。谢谢关注！ 

34、你们回答点实际的问题，老是官方语言，要么答非所问，要么和

没有回答一样？答案呢？ 

答：您好！公司重视与投资者的交流沟通，也欢迎广大投资者为公司的

发展提出宝贵意见。公司将严格按照信息披露相关规则要求做好投资者关系

管理工作，谢谢关注！ 

35、数字税收与数字货币的对接技术有没有解决方案，贵公司有没有

储备？ 

答：公司在数字货币领域技术储备主要集中于基础平台与应用创新两个

方面。基础平台层面涉及较多的领域，且仍处于不断变化中，公司在分布式

https://rs.p5w.net/question/af850b866d844e61a9e71295595fb05e.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af850b866d844e61a9e71295595fb05e.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b6b81cdd3c1149c1804f7f11f1ff1929.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340ad8835e7f49efac872bca5684f591.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340ad8835e7f49efac872bca5684f591.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845e062d07a44295b50bbfb73e023681.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2d916d11ab5c489da7561e6aceb7382a.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2d916d11ab5c489da7561e6aceb7382a.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a45d9071f61d4edc84fb7fa99796b65c.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a45d9071f61d4edc84fb7fa99796b65c.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8743cae4d8044104b4bb76fec960f60e.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8743cae4d8044104b4bb76fec960f60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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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本、可控匿名、密码算法、智能合约、双离线等方面持续积累相关技术；

应用创新层面，公司正在开展相关方案设计与产品研发。谢谢关注！ 

36、咱们今年会盈利吗 期望咱们公司业绩大好，股价翻十倍！ 

答：您好！公司正按照 2022 年度经营计划稳步推进各项工作，具体业

绩表现请及时关注公司定期报告。谢谢关注！ 

37、贵公司目前经营情况如何？ 

答：您好！公司正按照 2022 年度经营计划稳步推进各项工作，具体业

绩表现请及时关注公司定期报告。谢谢关注！ 

38、公司最近有无取得新的专利和科研成果？ 

答：您好！关于公司近期所取得的专利与科研成果，敬请关注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所发布《2021 年年度报告》中的“研发投入”相关章节。

谢谢关注！ 

39、请问朱先生是基于什么原因增持自己的股票？ 

答：您好！公司董事长目前没有发布增持计划，未来如有相关计划公司

将及时予以披露。谢谢关注！ 

40、你好，问询函是怎么回事，公司回复了么？ 

答：您好！深交所在审核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及相关公告时，关注到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披露，以及相关业务开展等事项，向公司发出了问询

函，公司将在 2022 年 5 月 24 日前就相关问题作出回复，并及时对外披露。

谢谢关注！ 

41、公司今年有何发展规划？能不能扭亏为盈？ 

答：您好！公司正按照 2022 年度经营计划稳步推进各项工作，具体业

绩表现请及时关注公司定期报告。谢谢关注！ 

42、公司后期能否多发点喜讯、增加二期市场的信心？ 

答：您好！公司将按照信息披露相关规则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关注公司在巨潮资讯网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信息。谢谢关注！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    期 2022 年 5 月 12 日 

 

https://rs.p5w.net/question/67be6445635d47dea75fffcee9e431ae.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0f463f557d00480cb1e6f99aff2ed830.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34731a0280484989a38c0b0fede14e47.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603c22d8ee9042bcbb6432ce8c6efdbe.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760b354bc6a1495b943d9395433cafdc.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b6cbbe8edbcd42d1932877ed29939caa.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bdbb0688f5de4d20aaf2f3803940fe5e.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