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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65                            证券简称：高伟达                            公告编号：2016-026 

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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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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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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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34,94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46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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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高伟达 股票代码 30046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高源 郑祥云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32 号高斓大厦

1601 室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32 号高斓大厦

1601 室 

传真 010-57321000 010-57321000 

电话 010-57321010 010-57321010 

电子信箱 securities@git.com.cn securities@git.com.cn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向以银行、保险、证券为主的金融企业客户提供IT解决方案、IT运维服务以及系统集成服务。三项业

务的内涵如下： 

IT解决方案是指由专业的IT解决方案提供商为金融企业提供满足其渠道、业务、管理等需求的软件及相应服务。其中IT

解决方案软件包括解决方案供应商自有的应用软件，如银行核心业务系统、信贷管理系统、CRM系统等；IT解决方案服务

包括咨询、实施、运行管理、支持和培训在内的与解决方案软件相关的IT服务。 

IT运维服务是为保障客户数据中心的稳定、安全、高效运行而提供的运营维护服务，具体包括对IT系统优化升级、日常

变更操作、健康检查、故障分析及恢复、数据/存储/容灾管理、信息安全管理等技术服务。随着云计算技术在数据中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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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逐步应用，IT运维服务也包含了越来越多的云管理服务内容，虚拟化和自动化技术得到更多的应用。 

系统集成服务是指应客户需求，提供IT基础设施咨询及规划、数据中心集成设计、产品选型、软硬件详细配置、基础软

硬件供货、软硬件安装调试、IT系统软硬件改造升级、技术咨询、售后服务等服务。其中基础软硬件设备主要包括服务器、

存储、机房设备、网络设备等硬件设备以及中间件、数据库软件等基础软件。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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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 年 

营业收入 938,623,959.01 995,930,625.91 -5.75% 1,100,857,484.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228,939.46 66,080,887.67 -37.61% 53,236,438.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473,319.80 65,477,695.99 -38.19% 51,758,818.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678,846.20 39,535,203.93 -22.40% -35,863,041.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 0.66 -46.97% 0.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5 0.66 -46.97% 0.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43% 19.49% -9.06% 20.26%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866,716,087.78 679,193,429.42 27.61% 659,114,161.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45,086,109.86 355,415,528.40 109.64% 289,334,640.7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34,538,982.91 225,039,758.92 207,595,918.88 371,449,298.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57,685.77 9,794,979.72 10,338,710.82 17,337,563.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757,685.77 8,920,561.47 10,427,938.31 17,367,134.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9,778,304.62 405,835.58 -63,163,153.50 203,214,46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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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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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42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1,960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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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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鹰潭市鹰高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42% 43,228,000 43,228,000 不适用 0 

银联科技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0.25% 27,000,000 27,000,000 不适用 0 

贵昌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0.84% 14,450,000 14,450,000 不适用 0 

鹰潭市锐鹰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9% 3,050,000 3,050,000 不适用 0 

鹰潭市华鹰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6% 3,012,000 3,012,000 不适用 0 

鹰潭市鹰达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9% 2,782,000 2,782,000 不适用 0 

鹰潭市鹰伟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8% 2,771,000 2,771,000 不适用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1.76% 2,350,600 0 不适用 0 

鹰潭市鹰杰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6% 1,953,000 1,953,000 不适用 0 

鹰潭市鹰飞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2% 1,754,000 1,754,00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鹰潭市锐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鹰潭市华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鹰潭

市鹰高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关联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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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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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5年公司成功完成上市，并启动新的战略发展规划。 

2015年，中国经济结构经历转型调整，银行利率市场化和全民保险渐行趋势。公司决心抓住机遇，在金融行业IT市场进

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充分利用国家提出的“互联网+”的战略，制定并明确了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与使命，即和我们的客户

一起从金融互联网走向互联网金融。 我们通过加强研发投入，严格预算管理，努力提升产品质量，广招人才，在主营业务

方向实现收入9.39亿元，使得公司在转型之年和宏观经济下行的双重压力下，基本完成了当年的公司战略目标。   

围绕三年战略发展规划与2015年经营计划，公司在报告期重点完成了以下几项工作： 

1、 继续加强现有主营业务，拓展已有产品与解决方案市场：打赢了建行新一代二期上线之战，巩固了在邮储银行资产

类系统中的领先地位，完成了新华寿险新一代核心的主体框架，实现了江苏银行核心系统的新架构基础上的核算分离与产品

管理平台的建设。同时，成功推广“4+2”产品销售，充分发挥已有ECIF、CRM、信用风险缓释管理系统、互联网小额贷款系

统等的优势，开拓了新的客户群。  

2、 凭借互联网+的相关新兴技术，打造新的增长点：将数据中心云管理平台和运维自动化管理平台推广至城城市商业

银行市场；银行核心产品的SAAS化成功赢取了市场案例；互联网架构与技术研究成果，为多个客户提供了关键的解决方案

与技术支撑；互联网巨头的工作流与数据库的分布式集群、证券公司的互联网架构选型与改造方案等。 

3、 面向新的客户业务应用，夺取产品与解决方案的制高点：坚持业务引领，研发跟进，方案整合，服务支撑，高效协

同的策略，成功签约并实施了新一代银行系统架构下的统一额度、产品管理、独立核算、小微贷款等新型业务与管理平台。 

4、 研发中心体系化和专业化，引进人才，推进自主知识产权与产品研发：2015年，为实现公司未来三年的发展目标，

强化了研发中心的队伍建设，通过外招内转，设组建了一支专业化的研发团队。包括业务经理，产品经理，技术架构，开发，

测试等人员。截止目前公司专业化的研发团队已经发展到100多人，并在北京，上海，厦门，西安等城市设立相关机构，形

成了具有公司特色的研发体系。在金融IT领域的诸多方面展开预研和研发工作。为公司技术能力建设，业务能力建设，产品

能力建设奠定了基础。  

5、 公司级业务流程系统（8M）的建设和上线，完善与优化了现有各部门IT系统：通过公司内部业务流程系统的建设，

结合ISO9001，国家系统集成一级资质，CMMI等要求，梳理、优化和调整了现有各项管控制度，为下一步提升办公效率，

提升公司内部信息安全管控能力，体系化运营等提供了系统保障。 

6、 股权激励与专业培训并举：随着公司的进一步发展，为加大引进、凝聚人才的力度，提高工作积极性， 进而增加

公司向心力，针对百名核心骨干员工执行了股权激励计划。同时，进一步加大对员工的专业技术、业务、管理培训，为员工

提供良好的学习成长环境与职业发展通道。并增强了实施团队的服务能力，优化了人员结构，实现了实施团队人均成本控制。

在全年的经营过程中，针对不同客户的项目特点，结合地域文化特征，进一步使实施团队本地化，加强了区域人员的调配与

协同。 

7、开展资本并购，布局互联网金融：参股兴业数字金融服务（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打造中国最大的“银行云”；参股

盈行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也是迈向互联网金融的重要一步；发起成立公平人寿保险公司，从金融行业IT服务商转型为金融

服务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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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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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IT 解决方案 418,496,452.71 174,631,890.00 41.73% 6.10% 6.33% 0.09% 

IT 运维服务 104,945,851.64 22,312,212.83 21.26% 4.31% -9.15% -3.15% 

系统集成 415,181,654.66 29,481,884.18 7.10% -17.11% -22.14%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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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业务年度口径汇总的主营业务数据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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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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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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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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