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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68                           证券简称：四方精创                           公告编号：2016-017 

深圳四方精创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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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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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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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的股权登记日当日的总股本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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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方精创 股票代码 300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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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琳 闫春景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中一道 9 号软件大厦

1008 室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中一道 9 号软件大厦

1008 室 

传真 0755-86329137 0755-86329137 

电话 0755-86649962 0755-86649962 

电子信箱 formssyntronss@formssi.com formssyntronss@formssi.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营业务的范围及经营情况 

公司的经营范围包一、报告期括从事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软件；数据库的设计、开发和维护；

计算机系统集成及其相关的技术咨询、维护；计算机软、硬件的批发、佣金代理（不含拍卖）、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技

术进出口。 

（二）公司业务相关的宏观经济层面或外部经营环境的发展现状和变化趋势及公司行业地位或区域市场地

位的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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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是一家以大型商业银行为核心客户，致力于为中国大陆及港澳地区的银行提供专业IT服务外包的企业。公司业务

类型包括软件开发服务（含IT咨询）、应用维护及系统集成，其中针对大型商业银行的软件开发服务是本公司最核心的业务。

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已成为中国银行、中银香港、东亚银行、永亨银行、大新银行、农业银行等境内外知名商业银行的IT

服务外包提供商和合作伙伴。 

中国银行业IT服务外包行业发展现状及趋势:（1）各银行信息化平台已基本建立，银行IT投入进入稳步增长阶段。在未

来发展趋势方面，IDC预测该市场2014-2018年的复合增长率将达到23.14%，到2018年，市场规模将达到419.74亿元。（资料

来源：《中国银行业IT解决方案市场2014-2018预测与分析》，IDC）（2）银行业务及管理创新带动银行IT服务外包各市场

快速发展。未来五年内，风险管理、网络银行、金融审计和稽核、商业智能/决策支持等领域相关的IT服务外包将成为银行

业IT服务外包市场发展最迅速的市场。（3）市场集中度低，国内IT服务外包提供商核心竞争力不突出。未来随着宏观经济

环境和行业经营环境的变化，部分具备资源优势的国内IT服务外包企业将会脱颖而出，在咨询服务、创新产品提供、大型商

业银行业务承接能力等方面形成较强的核心竞争力，并扩大市场份额，加快行业整合，提升行业的市场集中度。 

影响中国银行业IT服务外包行业发展的有利因素主要包括:产业政策鼓励、市场需求持续增长、技术进步迅速。在多年

的经营过程中，本公司具备了大型商业银行核心客户优势、覆盖大、中、小、微型机多平台技术优势、人才优势、跨境经营

带来的国际化视野和理念优势、可提供银行IT外包全流程服务的优势等多项竞争优势，未来，随着中国银行业IT服务外包行

业的发展，市场容量的增加以及公司募投项目的建成，交付能力的提升，公司的市场份额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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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329,658.36 337,988,183.09 -11.14% 315,328,828.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638,183.26 84,283,816.06 -39.92% 82,186,158.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9,286,809.51 81,648,435.35 -39.64% 79,107,014.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681,506.43 78,281,640.86 -67.19% 71,311,935.4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7 1.12 -49.11% 1.1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7 1.12 -49.11% 1.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70% 27.85% -19.15% 31.58%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814,634,993.96 372,080,628.32 118.94% 323,126,410.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70,955,691.51 329,206,853.41 134.19% 282,377,38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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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298,057.33 75,018,909.89 61,905,683.40 98,107,007.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413,240.11 18,774,726.17 6,953,698.85 15,496,518.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355,689.59 18,681,846.76 6,885,775.34 14,363,497.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282,491.35 16,844,773.46 19,426,455.31 50,692,76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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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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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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6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3,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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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群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7.74% 27,742,500 27,742,500   

SYSTEX 

SOLUTIONS

（HK）
LIMITED 

境外法人 19.91% 19,912,500 19,912,500   

益志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9.95% 9,952,500 9,952,500   

益威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6.57% 6,570,000 6,570,000   

深圳威升精科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8% 2,175,000 2,175,000   

深圳信方精科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6% 2,160,000 2,160,000   

深圳冠维新科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5% 2,152,500 2,152,500   

深圳建方新科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5% 2,145,000 2,145,00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邮趋势精

选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79% 1,786,554 0   

深圳俊图精科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0% 1,095,000 1,095,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周志群先生和邓修生先生，周志群先生持有公司控股股东益群集团控股有

限公司 100%股权，邓修生先生持有股东益威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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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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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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公司管理层按照董事会的战略发展规划，积极推进各项工作。公司于2015年5月27日成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进入资本市场，助推公司实现跨越式发展。在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和市场竞争加剧的形势下，公司积极面对挑战，

立足主营业务，努力扩大公司规模，提升市场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00,329,658.36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1.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0,638,183.26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39.92%，其中营业收入有所下降是由于本期系统集成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净利润下降主要是人工成

本和研发投入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上市后，公司根据上市公司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公司内部管理，完善内部控制

制度。建立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内幕信息知

情人登记管理制度》、《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并在工作中严格执行，加强上市公司的规范运作。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开展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工作。募集资金到位后，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广会

专字[2015]G13800020379号《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公司以募集资金人民币52,755,099.50元

置换了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报告期内，为进一步吸引和保留核心骨干人才，推出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审议通过了《关于审核<深圳四方精创资

讯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在实现公司与员工共同发展的同时，彰显了公司在激励

优秀人才方面的决心，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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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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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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开发 261,954,644.25 141,858,946.82 45.85% -3.19% 12.43% -7.52% 

维护服务 14,624,962.72 3,508,247.92 76.01% 53.73% 86.53% -4.22% 

系统集成 23,750,051.39 22,210,315.31 6.48% -58.98% -55.84% -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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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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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