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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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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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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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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4 月 26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2016 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1,760,024,929.42元；母公司的净利润为-1,719,173,271.14 元。根据《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未予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人民币-1,076,293,030.00

元，2016年末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人民币-2,795,466,301.14元。公司拟定 2016年度不

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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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智慧 60151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陈志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428号1号楼 

电话 021-20219988-39117 

电子信箱 Ir@gw.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是国内领先的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提供商之一，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以互联网为核心平台，

基于自身在移动互联网领域取得的长期积累，充分发挥大平台和大数据优势，向投资者提供及时、

专业的金融数据和数据分析，向广大互联网用户提供基于互联网平台应用的产品和服务。公司在

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业拥有完整的产业链，客户包括券商、机构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等金融市场

的各层次参与主体。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强移动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的转型步伐，进一步加

强整体战略投入继续深入实施平台转型，积极打造以用户需求为导向，以财富管理为中心，集资

讯、服务、交易为一体的一站式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同时，进一步延伸和完善服务链条，拓展

服务范围，进一步提升用户体验，互联网金融平台的服务能力和水平得到了全面提高，活跃用户

量进一步提升，进一步巩固和夯实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地位。 

（二）公司经营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经营聚焦在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平台、大数据及数据工程服务、海外业

务以及 2016 年拓展的大智慧“视吧”直播业务。 

1、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平台报告期内，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云

平台等领域的高速发展，为金融信息服务行业提升产品体验、丰富产品种类、以及提供更多样化、

便捷化的创新业务模式带来了更多机会。在报告期内，公司着眼于行业前沿，通过核心技术研发

和积累，在对应人工智能、机器学习、云平台和云计算等领域都拥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及产品，

并成功应用于移动终端产品、PC 金融服务终端、券商服务平台，持续给机构及个人用户带来更好

的使用体验和智能化的服务。根据猎豹全球智库 2016 年中国证券交易类 APP 年度排行榜显示大

智慧证券类交易 APP 软件周活跃渗透率 0.258%、周人均打开次数 38.3 次排名第二。 

2、大数据及数据工程服务报告期内，依托大智慧丰富资源，全资子公司财汇科技致力于建立

中国及海内外最专业、最精准、最全面的金融数据中心，提供金融数据以及数据管理、数据监控、

数据挖掘等服务，并打造财汇金融数据库、大智慧大数据终端、证券风险预警系统和金融解决方

案等优势产品。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金融混业经营，为财汇科技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作

为国内最早的金融数据服务商，财汇科技取得了良好的业绩并稳步增长，金融数据库产品已经覆



盖了所有托管行、95%基金公司、90%以上保险资管公司等众多金融机构。财汇科技顺应时代的发

展和市场的变化，不断开拓创新，充分利用自身技术积累和先进的大数据技术，推出业界首个证

券风险预警系统，有效提升了各类金融机构风险管理能力和水平。未来公司将进一步加大对金融

数据云的投入，通过标准的行情与数据接口，为各类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数据，为金融机构业务互

联网发展提供有力的金融数据支持。 

3、海外业务报告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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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旗下的全资子公司艾雅斯也是香港本土最大

的云交易柜台提供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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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大智慧“视吧”直播业务报告期内，在科技趋势及用户需求的驱动下，基于智能手机、4G

网络及大数据的技术发展，直播平台蓬勃发展。在这样的趋势下，公司拓展了大智慧“视吧”直播

业务，致力于发展全民主播时代。根据猎豹全球智库 2016 年中国直播类 APP 年度排行榜显示视

吧直播 APP 周活跃渗透率 0.108%、周人均打开次数 44.2 次排名第十三。“视吧”业务从无到有，2016

年公司在广告宣传、市场推广、从业人员配置、系统开发维护、平台网络运行成本和主播劳务报

酬等方面进行了巨量投入，其中主播劳务报酬总计发放人民币 13.96 亿；广告宣传投入总计 2.1

亿元、因视吧 APP 充值慧币而产生苹果、财付通、支付宝充值渠道手续费 1,100 万元等，但是收

入渠道单一，“视吧”主要的收入来源仅为用户的充值。公司为用户提供视频服务，用户可购买虚

拟币用以购买虚拟道具以供打赏主播。公司收到虚拟币款项后，在用户实际使用虚拟币购买虚拟

道具时确认收入。报告期内公司总计确认“视吧”收入仅有人民币 5.53 亿元，远远小于公司投入的

各项成本，导致该业务报告期内严重亏损。 

（三）行业情况说明 

1、行业监管及自律管理将促进互联网金融行业进一步规范、持续健康发展为促进互联网金融

行业规范发展，监管机构出台了一系列互联网金融政策文件，2016 年 3 月 5 日政府工作报告中也

提出要“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同时，全国性的互联网金融行业自律组织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已

于 2016 年 3 月挂牌成立。随着国家相关政策和措施的不断出台，相关行业监管细则的落地，行业

自律管理的不断加强，将促进互联网金融行业进一步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行业将迎来更加广阔

的持续健康发展空间。 

2、信息基础设施和网络技术的不断完善，互联网普及率及手机网民规模的不断提升，为互联



网金融行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 39 次中国互联

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6 年 12 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 7.31 亿，手机网民规模达

6.95 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达到 95.10% 。如图所示：同时，我国信息基础设施和

网络技术不断完善，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及移动宽带覆盖率持续提升，上网速度和网络安全性不

断提高，网络环境日趋完善，用户体验不断得到提升，促进了互联网用户规模，特别是移动互联

网用户规模持续提升，为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3、中国移动视频直播行业现状主要表现在移动端增长迅猛，PC 端优势稳固，平台阶梯性逐

步显现。2016 年移动端泛娱乐类直播平台用户增长迅猛，其中花椒、触手、映客及全民直播用户

规模均有飞跃式发展。此外，较早进入移动直播领域的斗鱼、视吧、映客、YY 月活均超千万，已

形成一定的市场规模。移动时代来临，但 PC 端仍然保持相当的用户吸引力，老牌直播中月活超千

万平台有天鸽互动、斗鱼、六间房、龙珠、YY 及直播吧等。以上数据摘自艾瑞咨询《2016 年中国

移动视频直播市场研究报告》。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648,735,111.70 2,895,145,254.97 2,895,145,254.97 -43.05 3,258,243,324.13 3,260,943,324.13 

营业收入 1,130,563,777.81 654,171,249.62 651,341,061.02 72.82 924,561,518.01 820,451,544.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760,024,929.42 -447,452,065.30 -456,016,604.74 -293.34 209,258,569.28 106,924,126.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607,286,821.74 -694,267,786.79 -702,832,326.23 -131.51 -526,890,041.51 -624,893,182.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944,203,943.91 2,578,192,366.68 2,603,094,092.68 -63.38 2,993,961,149.20 3,027,427,414.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071,336,966.27 -328,257,123.55 -328,257,123.55 -226.37 -530,838,614.16 -530,838,614.16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885 -0.225 -0.229 -293.34 0.105 0.05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885 -0.225 -0.229 -293.34 0.105 0.0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99.93 -16.10 -16.24 减少83.83个

百分点 

7.25 3.60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1,806.27 16,365.16 23,492.40 61,392.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798.30 -6,103.80 -51,833.29 -101,267.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13,865.53 -4,516.34 -50,702.08 -91,644.73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06.14 -8,750.12 -39,087.32 -54,490.11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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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60,72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62,46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张长虹 0 1,104,792,657 55.58 0 质押 492,010,000 境内自

然人 

张婷 0 115,025,402 5.79 0 质押 80,000,000 境内自

然人 

张志宏 0 51,238,600 2.58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王玫 0 12,603,562 0.63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张跃军 10,000,000 10,000,000 0.50 0 无 0 未知 

沈宇 0 5,054,217 0.25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陈鸿樑 3,803,022 3,803,022 0.19 0 无 0 未知 

朱建华 3,657,008 3,657,008 0.18 0 无 0 未知 

刘大海 3,600,000 3,600,000 0.18 0 无 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方消费活力灵

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0 3,292,600 0.17 0 无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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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3,056.38 万元，同比增长 72.82%；利润总额-173,593.90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76,002.49 万元。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2015 年度、2016 年度公司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若 2017 年度公司经审计的净利润仍为

负或出现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4.1.1 情形之一公司股票将暂停上市，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2、2016 年 7 月 26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决定书》（[2016]88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中国证监会对公司违反证券法律法规行



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根据查明的违法事实，中国证监会已对公司及相关责任人作出了行政处

罚决定。公司已于 2016 年 7 月 27 日对该重大事项通过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进行公告（公

告编号：临 2016-050）。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尚不能排除公司股票退市风险。 

 

3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会计政策的变更 

①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为进一步规范增值税会计处理，促进《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

〔2016〕36 号）的贯彻落实，财政部于 2016 年 12 月 3 日发布了《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

[2016]22 号），该规定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执行。 

·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中国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

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及变更日期 

增值税相关会计处理按照财政部 2016 年 12 月 3 日发布的《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

[2016]22 号）执行。公司于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其他未修改部分，

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

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②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也是为了执行《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而进行的损益科目间的调整，不涉

及往年度的追溯调整。因此，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影响，具体变

更情况详见下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将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

“税金及附加”项目。 
税金及附加 

（2）将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企业经营活动发生

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从“管

调增税金及附加本年金额 1,381,170.18 元，

调减管理费用本年金额 1,381,170.18 元。 



理费用”项目重分类至“税金及附加”项目，2016 年

5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税费不予调整。比较数据不

予调整。 

（3）将已确认收入（或利得）但尚未发生增值税

纳税义务而需于以后期间确认为销项税额的增值

税额从“应交税费”项目重分类至“其他流动负债”

（或“其他非流动负债”）项目。比较数据不予调

整。 

无影响。 

（4）将“应交税费”科目下的“应交增值税”、“未交

增值税”、“待抵扣进项税额”、“待认证进项税额”、

“增值税留抵税额”等明细科目的借方余额从“应

交税费”项目重分类至“其他流动资产”（或“其他非

流动资产”）项目。比较数据不予调整。 

调增其他流动资产期末余额 23,984,155.17

元，调增应交税费期末余额 23,984,155.17元。 

（2）会计政策的完善 

①公司本次完善会计政策的原因 

鉴于公司开展了互联网直播社交平台系统业务，主要为用户提供视频服务，用户可购买虚拟

币用以兑换相应服务或购买奖品和虚拟道具。为使财务信息能更准确、真实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

及经营成果，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结合公司新增业务特点，拟完善销售收入确认

的会计政策。 

②本次完善会计政策的具体内容 

在销售收入确认原则中补充虚拟币收入确认的具体原则： 

互联网直播社交平台系统为用户提供视频服务，用户可购买虚拟币用以兑换相应服务或购买

奖品和虚拟道具。 

公司收到虚拟币款项后，在用户实际使用虚拟币以兑换相应服务或购买奖品和虚拟道具时确

认收入。 

③本次完善会计政策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完善会计政策，是为适应公司新增业务需求，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执行

所完善的会计政策，无需对已披露的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对公司已披露的财务报表不产生影

响。 

(3)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于 2017年 2月 15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 2017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董事会审议通过《关

于会计前期差错更正及其追溯调整的议案》，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

（[2016]88 号）的要求对所涉相关年度的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同时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就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出具了《关于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

项说明的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17】第 ZA10170 号）。(详见公告临 2017-021) 

 

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上海大智慧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大智慧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大智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大智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天蓝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油宝宝（北京）化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前海博盈石油化工投资有限公司 

广东财慧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 

上海大智慧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阿斯达克网络信息有限公司 

阿斯达克有限公司 

上海大智慧财汇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DZH Financial Research, Inc. 

DZH NEXTVIEW PTE LTD（新思维私人有限公司） 

DZH International Sdn. Bhd（注 1） 

Nextview (Thailand) Limited （新思维(泰国)有限公司） 

奈思飞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Nextview (Vietnam) Ltd（新思维(越南)国际有限公司） 

Ayers Solutions Limited (艾雅斯资讯科技有限公司) 

Dzh International Pte.Ltd (大智慧国际有限公司) 

Solutions Lab (Malaysia) Sdn Bhd（解决方案实验室（马来西亚）私人有限公司） 

DZH (HK) Investment Holding Company Limited（大智慧（香港）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北京慧远保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申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视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注 2） 

上海慧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大智慧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视吧（上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视吧（深圳）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搬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大智慧财速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注 1：原 Nextview Sdn Bhd（新思维（马来西亚）有限公司）2016 年更名为 DZH International Sdn. Bhd. 

注 2：原上海申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16 年更名为上海视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六、合并范围的变更” 和 “七、在其他主体中的

权益”。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志宏 

2017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