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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68                           证券简称：四方精创                           公告编号：2017-020 

深圳四方精创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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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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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332,9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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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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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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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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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6,704.54万元,同比增长22.21%；营业利润7,919.40万元,同比增长46.4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7,563.28万元,同比增长4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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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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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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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数字化要求日益提高，且Fintech对银行信息化会产生越

来越大的影响，银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将推动银行业务及管理创新，从而带动银行IT服务外包的发展；市场集中度低，国内

IT服务外包提供商核心竞争力不突出。随着宏观经济环境和行业经营环境的变化，部分具备优势的国内金融IT服务企业将会

脱颖而出，在咨询服务、金融科技、创新产品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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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广泛地应用到金融服务领域，极大地推动科

技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一带一路”战略、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带来相关金融行业发展，从而为金融科技企业带来新的发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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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045,428.41 300,329,658.36 22.21% 337,988,183.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5,632,809.08 50,638,183.26 49.36% 84,283,81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3,200,249.74 49,286,809.51 48.52% 81,648,435.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7,241,091.60 25,681,506.43 122.89% 78,281,640.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4 0.57 29.82% 1.1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4 0.57 29.82% 1.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37% 8.70% 0.67% 27.85%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995,966,953.78 814,634,993.96 22.26% 372,080,628.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45,973,873.10 770,955,691.51 9.73% 329,206,85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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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719,969.61 78,628,597.54 96,469,217.45 131,227,643.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565,625.08 13,415,993.48 20,340,185.12 34,311,005.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564,095.08 13,320,988.05 20,073,119.32 32,242,047.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041,072.41 -4,413,910.54 13,417,057.50 79,279,0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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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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78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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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0% 27,742,500 27,742,500   

SYSTEX 

SOLUTIONS

（HK）
LIMITED 

境外法人 14.16% 14,716,500 0   

益志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8.13% 8,452,500 7,464,375   

益威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6.32% 6,570,000 6,570,000   

石河子市威升

精科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7% 1,632,000    

石河子市信方

精科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6% 1,620,000    

石河子市冠维

新科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5% 1,614,400    

石河子市建方

新科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5% 1,608,800    

徐楫远 境外自然人 0.95% 990,000 990,000   

李琳 境外自然人 0.95% 990,000 9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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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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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7,045,428.41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2.2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5,632,809.08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49.36%，其中营业收入增长主要是由于本期软件开发及维护收入增长所致，净利润增长主要是营业收入增

长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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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2016年12月31日，公司募投项目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17,950.03万元，募

集资金余额为24,797.0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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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8日，公司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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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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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

事宜的议案》等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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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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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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开发 332,335,392.09 160,685,089.18 51.65% 26.87% 13.27% 5.80% 

技术维护 15,025,802.98 3,620,026.92 75.91% 2.74% 3.19% -0.10% 

系统集成 19,684,233.34 18,174,701.78 7.67% -17.12% -18.17% 1.19% 

合计 367,045,428.41 182,479,817.88 50.28% 22.21% 8.89% 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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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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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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