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市赢时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300377                            证券简称：赢时胜                            公告编号：2016-026 

深圳市赢时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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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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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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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366,666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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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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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时胜 股票代码 300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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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霞 李杨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侨香路 4068 号智慧广场 B

栋 1101 室 

深圳市南山区侨香路 4068 号智慧广场 B

栋 1101 室 

传真 0755-88265113 0755-88265113 

电话 0755-23968617 0755-23968617 

电子信箱 ysstech@ysstech.com ysstech@ysstech.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为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和资产托管业务整体信息化建设提供应用软件及增值服务，报告期内未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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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化。 

    公司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主要来源于：一是金融产品增加，二是金融政策制度变化，三是金融机构增加，四是信息技术应

用发展变化，五是客户业务和服务模式变化，这此客户需求是公司业务经营的基础。近年来，随着金融改革不断深化及多层

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创新型金融产品品种多样、风格各异；由于“宽准入、严监管“金融监管思路转

型，金融机构多元化、混业经营逐渐成为主流趋势；由于互联网金融的异军突起，以云平台、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新一

代信息技术应用，正深刻改变传统金融业务经营服务模式，金融行业对IT重视程度进一步提升带动金融IT投入的上升；《基

金业务外包服务指引（试行）》出台，私募业务外包服务快速发展，截止2015年底备案私募基金机构达到2万家，资产管理规

模突破4万亿元，券商资产管理规模达到11.89亿元，PB业务市场潜力巨大，公司已于2015年取得基金行业协会服务外包备案

资格，由公司与深圳证券通讯有限公司联手构建的云平台已于2015年年初成功上线并服务于全国证券公司、私募投资等金融

机构，截至目前资管云已有7家客户正式运作。 

    近年来,随着公司募投项目建设，公司新一代资产管理系统平台和新一代资产托管系统陆续推向市场应用，同时，为了

满足市场金融产品创新和客户需求变化的需要，持续加大新产品研发投入，截至2015年末，公司取得了82个软件著作权，其

中2015年度取得16个软件产品著作权。公司客户涵盖银行、基金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期货公司、财务公

司等300余家金融机构客户，其中，托管银行24家，占托管银行总数的88.88%，其他银行客户17家，基金公司95家，占基金

公司总数的95.00%、证券公司62家，占证券公司（只开展经纪业务的证券公司除外）总数的50.00%、信托公司17家，占信托

公司总数的31.48%、保险公司52家，占保险公司总数的36.61%。 

金融机构的行业特殊性决定了对金融软件产品稳定性要求极高，客户更换软件产品系统比较谨慎，行业壁垒相对较高，

新进入竞争者较少。由于公司十余年的行业经验积累及对行业业务的深刻理解，对客户全面、复杂的服务能力获得了客户的

广泛认知，形成了公司独特的核心竞争力。信息产业属于国家战略新兴产业，软件行业是国家鼓励发展行业，因此，公司享

有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方面的政策优惠和政府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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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105,174.92 200,037,320.65 25.03% 168,207,619.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418,012.53 46,391,308.32 25.92% 40,357,333.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8,071,898.47 42,764,489.84 35.79% 38,162,903.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266,592.10 37,635,135.85 70.76% 22,061,013.1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3 0.42 26.19% 0.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3 0.42 26.19% 0.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28% 11.80% 1.48% 22.61%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507,548,066.21 462,461,375.48 9.75% 233,261,184.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57,601,591.34 426,858,578.81 7.20% 198,700,66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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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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92,373.78 65,864,324.83 52,053,515.14 103,194,961.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117,100.08 14,680,379.92 3,696,380.26 48,158,352.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163,305.10 14,648,277.13 3,696,520.63 47,890,405.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272,340.67 -8,541,120.35 -23,287,843.45 118,367,89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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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31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4,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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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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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球 
境内自然

人 
28.23% 31,250,770 31,233,270 质押 3,050,000 

鄢建兵 
境内自然

人 
10.87% 12,034,460 12,033,210   

张列 
境内自然

人 
10.87% 12,029,460 9,022,095   

鄢建红 
境内自然

人 
7.92% 8,763,450 8,759,700   

周云杉 
境内自然

人 
4.50% 4,983,710 3,737,782 质押 910,000 

庞军 
境内自然

人 
3.01% 3,329,110 2,496,832 质押 550,000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工银

瑞信信息产

业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国有法人 1.15% 1,273,683 0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欧

明睿新起点

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国有法人 0.95% 1,050,989 0   

中融人寿保 境内非国 0.69% 766,05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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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股份有限

公司－分红

保险产品 

有法人 

广发基金－

建设银行－

中国人寿－

中国人寿委

托广发基金

公司股票型

组合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50% 555,89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1、唐球与鄢建红为夫妻关系，鄢建红与鄢建兵为姐弟关系。2、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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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5年，是中国资本市场不寻常的一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及金融工作座谈会强调，要围绕服务实体经济推

进金融改革，创新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大力发展普惠金融，让所有市场主体都能分享金融服务的雨露甘霖，制

定了“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

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鼓励金融机构积极提供适应“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培育经济新动能。随着金融

体制改革不断深化，金融业在支持经济增长、服务个人和企业的金融需求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2015年，是资产管理业务持续创新的一年，随着《基金法》的实施，基金专项资产管理子公司业务热情高涨，银行、

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私募机构相继进入资管、公募行业，资管市场进一步放开，充分竞争格局已然形成，包括第三方理财、

互联网金融等各类机构，不断尝试金融创新以满足各类投资者日渐复杂化、多元化的需求。资产管理规模快速扩张，根据相

关数据统计，截止2015年底，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私募基金管理机构资产管理业务总规模约38.20

万亿元，在2014年底的基础上，增长超过86.34%。创新业务发展开始加速，截止2015年底备案私募机构达到2万多家，资产

管理规模突破4万亿。 

由于国家互联网+行动计划的推进及金融改革不断深化，金融创新、混业经营的放开及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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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对信息化建设的需求旺盛，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2015年也是公司快速发展壮大的一年，公司围绕既定的战略目标进行完整的产业链布局，坚持以服务金融为主做强做

大主业、延深产业链、拓展新领域的发展策略。2015年是公司战略转型升级的起航之年，公司在研发创新、产品线完善、营

销体系建设、运营管理、资本运作、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都取得了成绩，为公司稳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开展的重点工作如下： 

    1、市场拓展。 

    公司紧贴市场并根据市场需求研发新产品，有效地吸引并开拓新客户，截止2015年末，公司的银行、保险、信托、证券、

基金、资产管理等客户已超过300家，2015年度与客户签订的商务合同总额达3.2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4.54%。 

    2、新产品的研发情况        

    公司新一代资产管理系统和新一代资产托管系统项目的IPO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完成投入，新产品已投入市场应用。公司

一直重视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通过人才引进和自我培养，建立了高水平的创新研发队伍。 公司强调产品研发与市场需求

的紧密结合，需求来源于客户，产品又服务于客户，研发与市场形成了良好互动与促进，实现了与市场无缝对接。2015年，

公司投入研发费用9,454.64万元，占营业收入的37.80%。报告期内，公司成功申报并取了深圳市市重大科技创新项目资助款。

截至2015年末，公司合计拥有已登记计算机软件著作权82项，已完成还待申请著作权的软件产品15项，综合体现了公司的技

术创新能力、自主研发实力，为公司长期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服务创新情况     

    客户服务中心建设项目的摹投资金已经全部投入完成，CRM客户管理系统上线运行，公司通过信息化建设完善了客户管

理的服务内容、服务标准、流程管理，构建优质、周全、快捷的客服体系，以提升客户体验，提高客户的满意度，公司客户

服务效率及质量得到大幅度提高。公司加快进行金融服务云平台的建设，已经与多家互联网金融企业达成合作，有效地推动

了公司面对互联网金融业务改造的产品在市场的应用。公司取得了中国基金行业协会备案批准的信息技术系统服务外包资

格，金融服务外包业务持续扩大，外包业务服务收入实现大幅度增长。 

    4、资本运作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对外投资开始在互联网金融产业链的战略布局。2015年 4月，公司利用在金融领域广泛的客户群

体构建从金融 IT服务往拓展金融服务方向转型，公司投资 1800万元占股 60%,于上海自贸区成立控股公司上海赢量金融服

务公司,开展互联网票据平台业务。2015年 6月和 9月，公司各投资 2000 万元参股东吴在线和阳光金服，将业务范围逐步

延伸至互联网金融服务领域。 

公司积极进行与各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之间的业务协作，打造金融生态圈资源共享平台，提高业务协作效率和整体

规范运作。 

    5、运营管理与人力资源 

管理方面，进一步优化公司管理体制，持续完善治理结构，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加强内部风险控制建设，提高防范风

险的意识并逐步落实防范机制。公司引进数据防泄漏系统、OA信息管理系统、CRM客户管理系统等提升公司工作效率。 2015

年，公司进行了信息安全管理评审工作，并通过了ISO/IEC27001：2003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针对公司不断增长的业务需要，公司加大人才招聘力度及加强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建设，努力提升员工薪酬、福利水平；

从公司实际工作出发，完善培训工作，注重培训效果；报告期末，公司员工规模达到1208人，比上年同期增长40.47%，基本

可以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和未来发展的人力资源需要。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25,010.5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5.03%；营业成本4,628.1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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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841.8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5.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6,426.66万元，比

上年同期增长7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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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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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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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于2015年3月4日与上海蒲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蒲苑投资”）、于昱、刘卫星签署《投资合作协议书》，

设立了上海赢量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赢量”），上海赢量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00万元，其中公司出资1,8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60%。2015年3月19日上海赢量已完成工商登记手续，并取得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自由贸易试验区分局

颁发的营业执照。上海赢量于2015年10月10日更名为“上海赢量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对上海赢量享有控制权，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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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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