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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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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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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智慧 60151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凌锋 陈寅君 

电话 021-20219261 021-20219261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

428号1号楼 

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

428号1号楼 

电子信箱 Ir@gw.com.cn Ir@gw.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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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1,745,272.89 1,648,735,111.70 -11.9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832,423,869.23 944,203,943.91 -1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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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367,588.10 -135,562,668.67 -86.16 

营业收入 305,468,541.21 281,714,333.65 8.4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02,648,171.45 -204,119,274.30 49.7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04,250,790.59 -158,916,952.50 34.40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1.56 -8.11 减少3.4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52 -0.103 49.5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52 -0.103 4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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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70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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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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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长虹 境内自然人 55.58 1,104,792,657 0 质押 624,910,941 

张婷 境内自然人 4.28 85,025,402 0 无 0 

张志宏 境内自然人 2.58 51,238,600 0 无 0 

王玫 境内自然人 0.55 11,000,000 0 无 0 

张跃军 境内自然人 0.50 10,000,000 0 无 0 

唐红军 境内自然人 0.26 5,196,200 0 无 0 

刘大海 境内自然人 0.25 5,000,000 0 无 0 

沈宇 境内自然人 0.17 3,378,017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方消费活力灵

活配臵混合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17 3,292,600 0 无 0 

贾红 境内自然人 
0.15 3,000,0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①公司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控

股股东张长虹先生与公司第二大股东张婷女士系兄妹

关系；与公司第三大股东张志宏先生系兄弟关系。②除

上述情况外，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

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无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一）2017 年上半年度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我国资本市场景气度较为低迷，面对总体外部环境和市场竞争压力，

公司在管理层的领导下，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企业发展战略，共同努力，攻坚克难，

坚持以互联网金融服务为核心的基本发展思路，聚焦证券信息服务主业，调整研发、

销售、和辅助支撑人员结构，加强主业的业务创新和产品创新投入，拓展了主业的业

务服务范围，提升了用户使用体验，不断强化公司核心竞争力，核心主营业务业绩持

续稳定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305,468,541.21 元，同比增长 8.43%，

营业总成本 402,403,738.66 元，同比下降 19.56%，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102,648,171.45 元，实现大幅减亏。 

报告期内，坚持以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为核心的基本发展思路，聚焦“证券信息

服务“的优质内容和良好用户体验，进一步加强战略投入。利用目前多元化的产品优

势，关注用户体验，在提高用户黏性并稳步提高用户规模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和银行、

券商、高校、基金、电视台、保险、互联网企业等多维度机构用户的深入合作，积极

完善推进专业、规范、实时互联网金融交易服务平台，打造互联网和金融行业跨平台

合作的桥梁，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公司核心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强技术和产品的研发，努力建设以智能化为目标的第三

代数据采编中心，积极打造以用户需求为导向，以数据管理为中心，集资讯、服务、

定制化为一体的一站式金融数据服务平台。完善服务链条，拓展服务范围，提升数据

处理技术、提升数据的处理效率、准确性和及时性。在数据内容建设上新增一系列特

色数据：企业关联关系、舆情监控，进一步巩固和夯实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地



位。产品上也在不断的优化创新、推出特色功能服务、其中风险预警系统深的客户好

评。在开发类项目上为大型金融机构定制化开发移动行情资讯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拥有前瞻性的国际板块布局。大智慧全资子公司香港阿斯达克网

络是香港地区最大的金融信息服务商和财经网站，网站提供免费即时环球财经资讯及

分析工具，涵盖港股、A 股、美股、外汇、基金、ETF 等，金融资讯丰富且内容不断

加强及更新。全资孙公司艾雅斯是香港本土最大的云交易柜台提供商，向投资者提供

一站式环球开户、交易及结算系统的解决方案，随着产品和服务的逐步提升，客户规

模和公司营收不断增加。公司在新加坡及日本均收购信息服务商及交易服务商，形成

完整的服务模式，收入和利润取得稳健的增长，有效打通了国际国内通道，为中国投

资世界、世界投资中国提供便利服务的条件。 

报告期内，公司对“视吧”直播业务进行了业务梳理和人员精简优化。首先，加

强了直播业务的内容体系化建设，严控直播人员的招募和培训，建立健全了内容审核

管理制度；其次，公司精简了相关业务人员，调整优化了直播业务的补贴政策、广告

宣传及平台运营投入；再者，公司优化了视频直播流服务研发和后台支撑系统，节约

流量成本。同时，公司将积极增加外部合作及收入来源，争取早日实现收支平衡，使

“视吧”务得以良性发展。 

（二）积极推进公司治理水平，提升规范化运作水平 

2016 年 7 月，公司因信息披露问题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管

理层深刻认识到在公司治理中存在的诸多不足，吸取教训，并对此已积极采取改正措

施。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切实履行忠实勤勉义务，加强财务管理工作，

积极推进公司治理水平，提升规范化运作水平，并保证公司及时、公平、真实、准确

和完整地披露所有重大信息，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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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7 年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

处臵组和终止经营》，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

非流动资产、处臵组和终止经营，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财政部于 2017 年修订

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

行，对于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 2017

年 1 月 1 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2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2014 修订）有关规定，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 2017 年 1-6 月财务报表无实质性影响，仅对财务报表

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不涉及以前

年度的追溯调整。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8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