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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57                      证券简称：中科金财                      公告编号：2019-019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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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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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开同 董事 个人原因 赵学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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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337576686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05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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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科金财 股票代码 002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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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剑 李燕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9 号唯实大厦 10 层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9 号唯实大厦 10 层 

电话 010-62309608 010-62309608 

电子信箱 zkjc@sinodata.net.cn zkjc@sinodata.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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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2018年，公司继续坚持以金融科技整体解决方案和数据中心综合服务为基础，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

云服务、区块链等科技创新业务，并对公司的发展战略进行研讨、升级，进一步打造价值共享的产业互联网科

技赋能平台，引导产业客户实现从IT到DT到AT的技术升级。 

科技成为推动金融科技行业发展的重要动力，行业进入良性发展轨道。金融科技(FinTech)不仅注重以技术

手段为金融行业提供服务，帮助金融行业提升效率，还强调技术对传统金融进行风险定价、风险管理、客户精

准定位、采用场景金融理论以客户为中心进行产品设计，即通过这种方式极大地触达到用户，通过科技的方式

管理风险，改善现有的金融生态。2017年5月，央行成立金融科技（FinTech）委员会，旨在加强金融科技工作

的研究规划和统筹协调。2017年6月，央行印发了《中国金融业信息技术“十三五”发展规划》，确立了金融信息

基础设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信息技术持续驱动金融创新等发展目标，提出要加强金融科技和监管科技研究与

应用，推进系统架构、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研究，规范与普及互联网金融相关技

术应用。近年来，随着互联网金融行业步入规范化发展，科技成为推动金融科技发展的重要动力，行业进入良

性发展轨道。 

对于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而言，发展金融科技综合服务业务是大势所趋。近年来，由于利率市场化导致的

息差收窄、存款保险制度放开、民营银行牌照放开以及互联网金融等因素的冲击，中小银行逐步开始重视有效

降低运营成本、控制风险、提高经营效益，打造轻型银行、直销银行和开放银行，着力拓展不倚重资产规模的

中间业务、零售业务作为利润增长的主要途径。事实证明，受限于人才、资金、资产等资源的缺乏，风险控制、

产品设计等能力的不足，以及财务、激励等机制的制约，中小银行在独立发展金融科技相关创新业态的过程中

困难重重，鲜有成功案例。独立发展道路受阻，使得与专业的第三方科技服务机构合作成为中小银行互联网转

型的最佳方式之一。在金融体制改革持续深化，互联网金融行业监管继续加强的背景下，类金融机构发展将面

临阻碍，持牌金融机构迎来发展良好机遇，发展金融科技综合服务业务是大势所趋。 

互联网行业机会正在从To C转向To B，企业级服务市场迎来发展良机。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

数据，我国网民规模增长率近几年一直维持在3%左右，远低于10年前10%左右的网民增速；与此同时，C端用

户的逐渐饱和也使得企业的获客成本提高，C端人口红利正在走向尾声。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统计，截

至2017年9月，全国实有企业总量2907万户，相比2012年9月底的1343万户增长116.5%，且全部企业中信息化程

度较低的中小企业又占据了绝大多数，中小企业的企业服务需求已成为企业服务市场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企业级服务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近年来，以BATJ为代表的互联网巨头，也纷纷凭借其在互联网及移动互

联网时代积累下来的优势，率先开始在B端的布局。 

一系列迹象显示，科技赋能企业级市场正成为日益普遍的趋势，To B产业互联网时代已到来。产业互联网

将重构产业链，金融、政府、公共服务等行业正迎来变革，垂直行业信息化领军企业将获得长足的发展机遇。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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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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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1,485,625,293.81 1,226,017,671.63 21.17% 1,380,123,898.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209,514.73 -236,661,197.94 103.47% 177,933,924.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8,467,282.96 -298,834,351.89 83.78% 149,410,887.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251,608.70 108,428,190.60 -126.06% 267,550,282.5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7 102.86% 0.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7 102.86% 0.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3% -8.95% 9.28% 6.82%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3,809,522,710.57 4,549,570,657.17 -16.27% 3,654,390,937.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525,742,415.22 2,517,531,571.37 0.33% 2,770,957,99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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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669,963.34 386,118,495.55 211,240,261.06 662,596,573.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490,648.44 38,000,622.81 69,525.23 -59,351,281.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06,990.66 36,008,362.78 -18,940,057.98 -66,742,578.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0,202,646.37 -12,844,128.16 -18,916,206.41 303,711,37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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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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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2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70,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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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飒 境内自然人 16.91% 57,092,918 42,819,688 质押 38,849,980 

华夏幸福基业

控股股份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65% 15,700,000 0   

刘开同 境内自然人 3.99% 13,457,490 12,620,617   

天津滨河数据

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32% 7,843,666 0   

赫喆 境内自然人 1.95% 6,566,378 0   

杨承宏 境内自然人 1.87% 6,309,66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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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城投金融

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66% 5,604,237 0   

董书倩 境内自然人 1.60% 5,414,660 0   

朱烨东 境内自然人 0.97% 3,264,533 0   

华融国际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2% 2,754,007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朱烨东、沈飒为夫妻关系，天津滨河数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股东刘开同控制的

企业，刘开同与董书倩为夫妻关系。除上述关系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其他关

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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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 

2018年，公司继续坚持以金融科技整体解决方案和数据中心综合服务为基础，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

云服务、区块链等科技创新业务，并对公司的发展战略进行研讨、升级，进一步打造价值共享的产业互联网科

技赋能平台，引导产业客户实现从IT到DT到AT的技术升级。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85,625,293.8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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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上年同期增长21.17%；受商誉减值影响，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209,514.73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03.47%。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在金融科技领域深化转型，稳扎稳打，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1.技术创新取得突出进展，推出数据实时处理产品 

2018年，公司在技术创新上取得突出进展，推出了数据实时处理产品。数据实时处理产品运用图像和数据

处理的相关技术，可以出色完成大量重复性、定义清晰、有固定逻辑的工作，可应用在商业银行对公开户、企

业账户年检、银企对账、票据查重验真等多个领域。 

2.服务创新进一步落地，推出智能客服解决方案 

2018年，公司服务创新进一步落地，推出了智能客服解决方案。智能客服解决方案专注于全渠道交互、MOT

主动服务、精准营销，可以帮助客户降低人工客服人力成本，提升服务和营销效率，帮助金融企业构建“大智能

+小人工”的新金融客户经营体系。 

3.稳步推进中小银行金融科技转型服务 

2018年，公司继续致力于帮助国内众多中小银行转型，提供开放银行整体解决方案、共享直销银行平台建

设、IT支持等金融科技综合服务，公司已基本具备金融科技全业务链的服务能力。 

4.党建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2018年，公司积极响应党的十九大对支部组织建设的最新要求，建立了党支部并积极开展了多项主题活动，

为公司的企业文化注入了新活力，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进一步加强了管理人员领导能力建设，提升了员

工的凝聚力和公司竞争力，推进党建工作和企业经营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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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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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科技综合服

务 
569,178,709.88 135,355,796.29 23.78% 13.23% -27.77% -13.50% 

数据中心综合服

务 
912,167,936.21 156,185,539.58 17.12% 28.16% -5.50%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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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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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成本较上期增加36.77%，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较上期增加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较上期增加103.47%，主要系上期部分子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金额较

大所致。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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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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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和“应收账

款”合并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为“应

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应收利息”和“应收

股利”并入“其他应收款”列示；“应付利

息”和“应付股利”并入“其他应付款”列

示；“固定资产清理”并入“固定资产”列示；

“工程物资”并入“在建工程”列示；“专项

应付款”并入“长期应付款”列示。比较数据

相应调整。 

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第

四届监事会第十

次会议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

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本期金

额137,643,619.43元，上期金额

99,776,164.45元； 

“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

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本期金

额314,422,963.70元，上期金额

272,968,102.26元； 

调增“其他应付款”本期金额0.00元，

上期金额11,124,445.50元； 

（2）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将原

“管理费用”中的研发费用重分类至“研发费

用”单独列示；在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下新增

“其中：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项目。比

较数据相应调整。 

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第

四届监事会第十

次会议 

调减“管理费用”本期金额

137,805,965.53元，上期金额

121,734,113.84元，重分类至“研发费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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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与上年比较减少合并单位2家，报告期内注销了北京中科金财互联网服务有限公司、天津滨河创新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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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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