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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77                            证券简称：赢时胜                            公告编号：2017-018 

深圳市赢时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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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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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013,33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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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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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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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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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继续致力于为各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和资产托管业务提供信息化系统解决方案、信息化软件系

统运行维护服务及各项增值服务。在公司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下，2016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实现较快发展，比上年同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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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40.26%。 

    公司主营业务快速增长首先得益于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和资产托管业务信息化系统建设及服务持续增长的刚性需求。

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各金融机构资产管理和资产托管业务总规模快速增长，全国各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期货公司、私募基金管

理机构资产管理业务总规模约51.79万亿元，较2015年增长了31.45%。全国各商业银行资产托管总规模超过120万亿，较2015

年增长39.03%，托管产品超过15.8万只。国家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优化增量，大力推动金融改革开放，建立多层次的

资本市场，金融行业的细分领域与产品种类得到极大程度的丰富和完善，更好地提升金融服务和管理水平，FOF、MOM、新三

板优先股、深圳个股期权、深港通、深交所V5改造、金融业营改增等一系列的创新业务和新政策出台，促进金融机构信息化

系统建设需求更大释放。同时，公司一如既往地加大研发投入，在市场磨合当中不断地进行优化与改良，提高产品创新、技

术创新和服务创新水平以满足市场不断变化的需求，报告期内公司完成的65个软件项目正在办理软件著作权的申请，申请批

复后公司的软件著作权合计达到173项。公司发挥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充分利用广泛的客户基础和资深的行业经验，进

一步加大对金融外包服务的投入，积极发展开拓金融服务外包业务。报告期内，个性化软件定制开发收入及软件产品销售收

入、软件运营维护收入、金融服务外包业务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以云平台、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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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夯

实主业发展基础的同时，积极稳妥地进行创新科技金融生态圈的布局，努力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的业务模式。报

告期内，公司对参股公司东吴在线（苏州） 金融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追加战略投资4亿元，持股比例由10%上升为28%，对控股

子公司上海赢量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增加了投资 ，投资占股30%与在大数据行业中的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据管理、数

据管理、数据分析挖掘及数据应用等拥有领先技术的北京东方金信科技有限公司结成战略合作伙伴，投资控投设立链石（苏

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区块链技术的研究与应用，他们的稳健创新发展将助力公司在金融行业的业务发展和业绩的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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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350,808,370.86 250,105,174.92 40.26% 200,037,320.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1,039,371.35 58,418,012.53 107.20% 46,391,308.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4,010,749.27 58,071,898.47 96.33% 42,764,489.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969,543.83 64,266,592.10 -17.58% 37,635,135.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239 0.2639 60.63% 0.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225 0.2639 60.10% 0.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00% 13.28% -7.28% 11.80%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2,714,518,538.76 507,548,066.21 434.83% 462,461,375.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567,355,553.38 457,601,591.34 461.05% 426,858,57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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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59,865.59 78,026,734.07 100,815,528.09 122,006,243.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16,260.48 18,920,379.22 10,340,076.26 90,162,655.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77,051.88 18,072,554.17 10,258,696.26 84,102,44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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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899,362.91 21,813,808.59 -31,736,193.78 88,791,29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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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06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39,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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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1% 69,834,872 69,694,872 质押 35,160,180 

鄢建兵 
境内自然

人 
8.10% 24,068,920 24,058,920   

泰达宏利基

金－工商银

行－上海昭

煜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其他 7.74% 23,000,000 0   

张列 
境内自然

人 
6.72% 19,958,920 0   

鄢建红 
境内自然

人 
5.90% 17,526,900 17,496,900   

周云杉 
境内自然

人 
3.36% 9,967,420 7,475,564   

庞军 
境内自然

人 
2.07% 6,158,220 4,993,664   

中海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

－中海－浦

江之星177号

集合资金信

托 

其他 1.08% 3,221,228 0   

全国社保基

金四零六组

合 

其他 0.63% 1,873,184 0   

中国工商银

行－汇添富

均衡增长混

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62% 1,855,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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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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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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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016 年是“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国家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

部署，加快推动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维护全球金融稳定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做出积极贡献。银行业

金融机构继续贯彻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加块转型创新步伐，不断提升行业竞争力，强化风险管控，保持稳健发展，更好地

服务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证券业监管政策全面推陈出新，推动行业夯实基础，券商加速增资扩

股提升综合实力以及全牌照合资券商逐渐设立推动行业多元化发展。基金市场依然保持火热。港股崛起、沪港通总额度取消、

深港通开闸等一系列事件刺激，沪港深主题基金数量大幅增加，总规模也进一步增加。截止 2016年 12月底，国内共有 1351

只私募股权基金完成募集，募集规模达 1746.95 亿美元，分别比 2015 年全年增长 12%和 105%，创下历史新高。随着监管对

公募基金牌照的放开，越来越多的私募基金开始积极申请设立公募基金公司。2016 年，新发公募基金超过 1000 只，行业规

模创出新高。基金中基金（FOF）的推出为行业注入动力。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增长的大环境依然持续向好，公司主营

业务收入稳定增长。 

    2016年，公司根据确定的年度发展计划和经营目标展开各项经营活动,公司全体员工上下一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

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公司发展稳定，年度经营目标顺利完成，经营形势总体呈现良好局面。 

    报告期内，公司开展的重点工作如下： 

    1、市场拓展 

    公司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和能力，在稳固服务好原有客户的同时，全力开拓新市场、新领域，制定切实可行的销售激励政

策，销售团队全年共开辟资产管理公司、地方性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新客户 30多家，截止 2016年末，公司的银行、

保险、信托、证券、 基金、资产管理等客户达 346家。2016年度，公司主业销售再上新台阶，与客户签订的商务合同总额

达 4.3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1.50%。 

http://money.163.com/keywords/7/c/79c152df57fa91d1/1.html
http://money.163.com/keywords/5/6/516c52df57fa91d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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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研发情况  

    研发是软件企业的最大生命力，公司高度重视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在始终保持一批行业经验丰富、技术水平过硬、稳

定的创新研发人员队伍同时，不断地为研发队伍注入新鲜血液，公司在长沙专门成立的研发机构将更好地提升公司研发水平，

截至 2016年末，公司合计拥有已登记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108项，已完成还待申请著作权的软件产品 65项。公司最新研发的

支付平台系统率先在博时基金进行了示范应用，平台功能和实现效果等都得到了客户的认可，该系统将会在资管行业更多客

户中得到应用。公司多项研发产品受到客户的追捧，赢时胜金融资产管理软件 V4.5、赢时胜基金财务核算估值软件 V2.5 、

赢时胜信息披露应用软件(简称：XBRL信息披露系统）V5.0、赢时胜 TA 资金清算软件 V4.0 等被深圳市软件行业协会授予优

秀软件产品称号，公司被深圳市软件行业协会评选为深圳市优秀软件企业。 

    3、服务创新情况  

    公司追求卓越的服务理念，不断优化客户管理的服务内容、服务标准以及流程管理。公司通过提供本地开发服务、本地

测试服务、优化项目服务、培训服务和数据库高级技术服务等增值服务实现服务创新，努力实现客户快速响应和实现严格的

产品质量两平衡，提升客户体验，改善客户满意度。 

    4、资本运作 

    报告期内，公司在稳定推进主业发展的同时，积极稳妥地进行创新科技金融生态圈的布局。公司对参股公司东吴在线（苏

州） 金融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战略追加投资 4亿元，持股比例由 10%上升为 28%，对控股子公司上海赢量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

司增加投资 1.22亿元，拟投资 3000万元占股 30%与在大数据行业中的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据管理、数据管理、数据分

析挖掘及数据应用等拥有领先技术的北京东方金信科技有限公司结成战略合作伙伴，投资 2100 万元控股 70%设立链石（苏

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越来越深刻改变传统金融业务经营服务模式，公司积极打造的科技金融生

态圈资源为公司可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5、运营管理与人力资源  

    继续推进公司内部改革，积极完善和优化公司各项管理体制，持续完善治理结构，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公司对核心技术

（业务）人员实施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建立健全了员工长效激励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公司骨干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和工作

积极性，有效地促进了公司经营效率的提升和经营业绩的增长。针对公司持续增长的业务需要，公司继续加大人才招聘力度

及加强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建设，努力提高员工薪酬满意度、员工对公司的认可度和归属感。公司建立了有效的培训体系，以

工作的实际需要为出发点，有计划有针对性的对员工进行培训，加强了员工的业务能力，提高了团队的整体合力。报告期末，

公司员工规模达到 1539人，比上年同期增长 27.40%，满足了公司生产经营和未来发展的人力资源需要。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5,080.84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0.26%；营业成本 6,317.90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36.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103.9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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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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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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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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公司于2016年11月4日与东吴在线签署《出资协议书》，共同出资设立了链石信息，链石信息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00

万元，其中公司出资2,100万元，持股比例为70%。公司对链石信息享有控制权，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2、公司之子公司上海赢量于2016年7月与于梅、于昱、雷秋生、周天林、陆亦超签订《股权并购协议》，收购上海蒲园

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蒲园供应链”）100%股权，收购价款人民币2,000万元，上海赢量持股比例为100%，蒲园供

应链公司于2016年8月10日完成了工商登记变更，本公司于2016年8月12日支付了全部股权转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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