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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48                           证券简称：长亮科技                           公告编号：2018-017 

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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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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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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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300,84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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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亮科技 股票代码 300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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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亚丽 周金平、王野行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西路深圳湾科技生态园

1 区 2 栋 A 座 5 层 

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西路深圳湾科技生态园

1 区 2 栋 A 座 5 层 

传真 0755-86168166 0755-86168166 

电话 0755-86168118-828 0755-86168118-828 

电子信箱 invest@sunline.cn invest@sunline.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是为金融机构及金融服务企业提供信息化解决方案与技术服务，包括金融核心类解决方案、大

数据类解决方案、互联网金融类解决方案等。公司在报告期内进行了80余项新产品研发、产品升级及产品优化工作，包括核

心业务系统研发升级、互联网金融核心产品基础版本研发、消费金融核心产品研发升级、保险核心业务系统研发、企业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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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核算与管理系统建设、基于大数据的应用升级研发、海外核心业务系统基础版本研发、开发平台及中间件升级研发、

BOSS系统建设等。 

    报告期内，海外业务也取得标志性突破，为CIMB联昌银行提供整体的数字银行解决方案，助力该行奠定东南亚银行数

字化领导者地位。同时，依托创新实现技术升级，不断加强产品质量，从而在产品，业务，市场方面的认知度和知名度进一

步提升，金融机构合作订单逐渐攀升，金融IT领导者地位夯实强化。 

    报告期内，公司收购上海明大，新注册长亮核心、长亮网金、趣投保、长亮管理咨询共4家子公司，丰富了业务产品线。

公司是具备金融IT整体解决方案且国内市场上少数拥有自主研发核心系统的技术厂商，在中国银行业IT解决方案厂商排名中

位列第一梯队。自2013年以来，核心系统项目订单数累计占到国内市场同期订单数的近一半，客户群体包含银行、保险、金

融集团等众多金融机构。 

（二）主要产品 

1、金融核心类解决方案 

    报告期内，金融核心类解决方案实现营业收入4.79亿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54.47%。核心系统是金融机构的业务中枢--“心

脏”，决定了金融机构整体的战斗力。相关产品包括银行核心业务系统、保险核心业务系统、财务公司核心业务系统、金控

集团金融核心平台、汽车金融核心业务系统、多法人村镇银行系统等应用方案。一个强大的核心具有高平台兼容性、大数据

量处理能力和业务高并发处理能力，能满足金融机构7*24小时全年不停机对外提供金融服务。主要客户囊括商业银行、保险

公司、财务公司、资产管理公司、金控集团等。 

2、大数据类解决方案 

    报告期内，大数据类解决方案实现营业收入1.79亿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20.40%。2018年银监会再出新规，指出公司数

据治理情况或与公司治理评价结果、监管评级挂钩。公司在数据领域深耕多年，先后为全国几十家股份制银行、城商行、省

农信、农商行、民营银行、证券公司和信托公司实施过数据治理项目。多次参与监管机构对数据治理规范的制定，实施案例

获得过银行业管理机构多项奖项。通过不断强化数据业务，目前产品包括大数据、企业级数据仓库、经营分析、风险数据集

市、数据网关等，辅助客户实现将企业和金融机构原来分散、孤立的内外部数据资源进行集中接入、传输、交换、共享，实

现数据可视化，为管理和营销提供数据支持。 

3、互联网金融类解决方案 

    报告期内，互联网金融类解决方案实现营业收入1.77亿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20.21%。2018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第五次

提到互联网金融，还强调加大力度支持科技创新，鼓励企业牵头实施重大科技项目。在此背景下，公司不断强化自身互联网

金融解决方案能力，产品包括互联网金融核心业务系统、基金产品管理系统、直销银行、网贷系统、消费金融系统、统一征

信平台、供应链金融等。建成后的系统对外部依赖较小，从IT架构上满足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快速响应，为互联网各类业务场

景提供业务核心支撑，开创了国内互联网金融业务平台的先河。 

4、其他解决方案 

    报告期内，公司除向金融机构提供上述技术解决方案以外，公司还向客户提供自动化测试、培训、IT管理体系建设等增

值服务。 

（三）业绩推动因素 

    公司所属行业没有明显的周期性，但受金融机构在预算、立项、招标、采购等一系列流程管控的影响，公司的收入会呈

现出类季节性波动的特点。 

    公司经过十五年发展，成为2017IDC china fintech TOP25强，福布斯中国上市公司潜力企业，从单一的传统银行IT解决方

案提供商转型为全方位的金融IT服务提供商，且是市场上少数拥有自主研发核心系统的技术厂商， 2017年内中标10个核心

系统解决方案订单，是在该领域中标最多的企业。 

    公司自2014年以来进行多次并购，并设立了多家创新型子公司。其中，子公司长亮合度专注于银行财务、管理会计、资

产负债和风险管理、全面预算管理领域，产品应用广泛。在并购完成之后，公司对其原有业务和团队进行了重新整合，在利

率市场化的大背景下取得快速成长，目前服务客户已包括国有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以及众多商业银行。 

    创新型子公司长亮数据能为金融机构提供大数据应用服务解决方案，帮助金融机构全方位提升数据应用能力、数据管理

能力、数据处理能力、数据运算能力和数据聚合能力，从而有效实现精准投放、智能反欺诈等应用场景，市场需求旺盛。 

    创新型子公司上海长亮独立研发的分布式架构技术体系为传统银行零售业务去IOE化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所研发的

消费金融解决方案全部基于长亮大数据平台体系，支持多场景、多合作方的信贷业务创新，在助力中国经济的转型和推动普

惠金融的同时获得了很大的成长空间。 

    在海外市场上，公司与印尼系统集成商MasterSystem合资建立子公司PT Sunline Master International，技术和市场的“联姻”

将助力长亮科技抢占东南亚市场。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2017年软件业经济运行情况》快报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继续呈现

稳中向好运行态势，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完成软件业务收入5.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3.9%，从收入增长情况看，公司

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8.80亿元，同比增长35.16%，业务增速远超行业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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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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879,652,256.18 650,808,858.19 35.16% 436,246,052.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7,686,514.31 101,252,902.06 -13.40% 36,955,194.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2,437,421.00 72,843,507.47 26.90% 34,726,052.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400,063.26 -21,735,476.89 61.35% 3,398,577.2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40 0.3648 -16.67% 0.138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77 0.3593 -17.14% 0.13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88% 13.42% -4.54% 7.33%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1,467,399,502.63 1,156,089,951.69 26.93% 1,006,272,079.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79,309,623.73 813,099,230.38 32.74% 703,158,62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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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156,801.91 230,817,840.00 150,495,044.30 371,182,569.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61,720.37 18,020,707.37 7,780,031.08 61,024,055.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7,483.03 14,836,732.11 6,895,741.09 70,507,464.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9,512,598.14 -60,036,342.89 -24,778,560.48 175,927,43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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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63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2,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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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长春 境内自然人 21.89% 65,528,900 49,146,675 质押 35,088,450 

郑康 境内自然人 3.04% 9,095,162 6,821,371 质押 6,966,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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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海亮 境内自然人 2.75% 8,228,250 2,057,064 质押 2,361,000 

魏锋 境内自然人 2.58% 7,728,500 5,796,375 质押 3,300,000 

屈鸿京 境内自然人 2.35% 7,038,750 6,054,062   

徐江 境内自然人 2.26% 6,756,000 6,186,679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移动

互联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2.19% 6,563,954 0   

肖映辉 境内自然人 1.83% 5,473,195 4,929,187 质押 2,850,000 

宫兴华 境内自然人 1.81% 5,404,000 4,342,125 质押 1,363,500 

赵伟宏 境内自然人 1.37% 4,107,100 3,080,325 质押 3,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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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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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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87,965.23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5.16%，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9,243.7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6.9%%。收入增长主要得益于业务规模扩张，尤其是深圳市长亮核心科技有限公司、深圳

市长亮网金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长亮数据技术有限公司等子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取得大幅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成本41,203.04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2.87%，管理费用25,587.33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6.16%，主

要是研发费用大幅增长、人员增加且人力成本上升导致薪酬福利增加共同引起。公司2017年度共计招收应届大学毕业生371

人，占期末员工总数的11.32%，公司在为社会创造就业岗位的同时，也为行业的未来培养了大量技术人才。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收益-1,053.34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了131.08%，主要是转让成都长亮和长亮国融信股权产生的损失，

而2016年同期投资收益为3,389.60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进行了82项新产品研发、产品升级及产品优化工作，主要产品研发包括核心业务系统研发升级、互联网金

融核心产品基础版本研发、消费金融核心产品研发升级、保险核心业务系统研发、企业经营价值核算与管理系统建设等等。

公司在巩固和提升传统产品竞争力的同时，紧跟时代技术发展趋势，同时紧跟市场、政策发展趋势，向市场推出了保险核心

业务系统、增值税管理系统、海外核心系统、海外数字银行等互联网产品和市场解决方案，继续响应公司“泛金融化”发展战

略，向外拓展财务公司、小贷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基金公司、保险公司等非银行金融领域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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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核心类解决

方案 
479,141,013.00 252,655,224.69 52.73% 25.64% 19.38% -2.77% 

大数据类解决方

案 
179,477,604.09 85,992,140.50 47.91% 38.01% 45.57% 2.49% 

互联网金融类解

决方案 
177,751,081.08 104,024,497.79 58.52% 67.64% 119.28% 1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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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2017），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方法从总额法改为允许采用净额法，将与资产

相关的政府补助相关递延收益的摊销方式从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改为按照合理、系统的方法分配，并修改了政府

补助的列报项目。2017年1月1日尚未摊销完毕的政府补助和2017年取得的政府补助适用修订后的准则。对新的披露要求不需

提供比较信息，不对比较报表中其他收益的列报进行相应调整。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和名称有：调增其他收益本年金额4,747,696.56元，调减营业外收入本年金额4,747,696.56元。 

2.根据《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行项目，反映

企业出售划分为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金融工具、长期股权投资和投资性房地产除外）或处置组时确认的处置利得或损失，

处置未划分为持有待售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生产性生物资产及无形资产而产生的处置利得或损失，以及债务重组中因处

置非流动资产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产生的利得或损失。 

相应的删除“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项下的“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和“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项目，修订后

的营业外收支反映企业发生的营业利润以外的收益，主要包括债务重组利得或损失、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公益

性捐赠支出、非常损失、盘盈利得或损失、捐赠利得、非流动资产毁损报废损失等。 

对比较报表的列报进行了相应调整。 

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6年度调减营业外收入1,186元，调减营业外支出122,552.96元，调减资产处置收益

121,366.96元；2017年度调减营业外收入12,043.57元，调减营业外支出17,223.88元，调减资产处置收益5,180.3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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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新设子公司的原因导致合并范围变动：本期通过新设方式取得的子公司包括深圳市长亮网金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长

亮核心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趣投保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长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珠海长亮互联网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因非同一控制下收购合并的原因导致合并范围变动：本期通过收购上海明大保险经纪有限公司100%股权并纳入合并范

围。 

     因处置子公司：将成都长亮恒兴软件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给自然人张文。本次交易价格以2017年4月1日经评估的净

资产值确定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111.60万元。2017年5月30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故本公司从2017年5月起不再将其纳入合并

范围。另将深圳市长亮国融信科技有限公司100%转给深圳长亮创新产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本次交易价格以2017年11

月30日经评估的净资产值确定转让价格为人民币417.53万元，2017年12月31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故本公司从2017年12月起

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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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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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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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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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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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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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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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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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