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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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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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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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16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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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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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金科技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300561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蔡林生

何燕

办公地址

珠海市软件园路 1 号会展中心 3#第三层

珠海市软件园路 1 号会展中心 3#第三层

传真

0756-3236667

0756-3236667

电话

0756-3236673

0756-3236673-667

电子信箱

investor@sgsg.cc

investor@sgsg.cc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情况
公司是从事软件开发和系统集成信息技术服务的专业型企业，面向金融机构、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提供一体化解决方
案。
公司主营业务为运用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为金融行业提供风险控制解决方案，并不断拓展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场景。
公司不断运用物联网等技术为银行业务运营、网点建设提供专业服务，以及基于现金票据、贵金属、印章管理等风险管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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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解决方案的相关应用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具有较强的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为银行自助设备加配钞管理系统、银行实体/电子印章管理系统、智慧银行（网点）解决方案等，
适应了银行业客户关于推进信息化、集约化建设和加强安全的需求。公司形成了涵盖方案设计、软件开发、系统集成、安装
调试、技术支持、培训及后续服务在内的一体化服务模式，是国内金融行业内控风险管理整体解决方案的主要供应商之一。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不存在重大变化。
（二）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1、开发模式
公司拥有一支熟悉银行运营具体业务流程，同时又具备软件开发以及硬件设计等多种专业技术的研发队伍。公司坚持以
客户需求为导向，通过了解、分析涉及具体业务操作的全部流程和控制节点，进而设计、研发适用的风险管理解决方案。报
告期内，公司银行内控风险管理整体解决方案及相关应用产品均为自主开发。
2、采购模式
公司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进行销售订单预测，基于订单预测并结合安全库存和批量订购的经济性等确定采购计划的采购模
式。
3、销售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基于银行风险管理整体解决方案的相关应用系统销售模式主要为直销。公司在银行内控风险管理相关解
决方案为银行客户采用的前提下，根据其业务流程、内控风险特点以及信息化建设现状等向提供全套应用系统或部分系统组
件。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保持稳定，主要业务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公司所处行业分析
随着国家相关监管机构对银行操作风险管理要求的提高以及银行推进信息化、集约化建设需求的出现，银行业对风险管
理高度重视并持续加大投入，风险管理效率成为银行竞争力的核心之一。现阶段，在金融去杠杆、加强监管以及中美贸易摩
擦的背景下，银行业对风险管理高度重视并持续加大科技投入，运用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助力金融（包括但不限于
提高风险管理能力、整合业务流程、提升业务效率、改变业务模式、线下网点改造等）逐步成为趋势，因此，金融科技在金
融行业的不断深化应用具有较大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潜力。
公司率先提出了将银行具体业务流程改进与软硬件相结合的整体解决方案设计思路，并创新推出相关应用系统产品。公
司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软件企业、国家商用密码产品开发及生产定点单位，切实为金融行业防范风险、信息化、物
联网化提供安全、便捷的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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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018,669.49

218,054,407.37

10.99%

170,234,699.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9,724,732.27

78,861,491.66

1.09%

70,973,005.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8,188,602.63

75,300,322.89

-22.72%

63,606,145.33

9,026,680.57

63,445,974.14

-85.77%

43,637,605.8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5

1.22

-22.13%

1.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5

1.22

-22.13%

1.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37%

27.99%

-15.62%

34.38%

营业收入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7 年末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767,616,590.74

693,855,346.09

10.63%

312,940,680.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81,438,555.87

620,513,923.60

9.82%

236,912,1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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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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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48,538,083.21

47,604,261.17

39,100,964.69

106,775,360.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047,098.87

17,628,856.44

6,524,989.83

35,523,787.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454,337.49

11,515,016.09

2,723,941.08

27,495,307.97

-21,367,875.25

-15,717,083.25

-7,171,920.75

53,283,559.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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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11,548
普通股股东总
数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
12,807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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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喆

境内自然人

37.78%

32,175,000

32,175,000

马铮

境内自然人

23.84%

20,299,500

15,224,625

苏州衡赢真盛
境内非国有
创业投资中心
法人
（有限合伙）

5.28%

4,500,000

0

珠海瑞信投资 境内非国有
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

3.43%

2,925,000

2,925,000

梁铁民

境内自然人

2.03%

1,730,000

0

宋昌林

境内自然人

0.69%

585,000

0

王毅

境内自然人

0.69%

585,000

0

陈忠兴

境内自然人

0.30%

254,500

0

罗秀红

境内自然人

0.20%

174,000

174,000

陈振静

境内自然人

0.20%

168,300

0

马德桃

境内自然人

0.18%

150,000

150,000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喆女士持有珠海瑞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5.13%的股份，为珠海
动的说明
瑞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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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主营业务为运用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为金融行业提供风险控制解决方案，并不断拓展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场景，
致力于打造成为行业领先的智能物联网技术应用的金融科技公司。
2017年度，公司认真贯彻“聚焦为客户创造价值，实现有质量经营增长”的战略指导思想，紧紧围绕董事会制定的发展战
略，坚持科技创新驱动理念、积极丰富产品体系及结构、积极引入人才、大力营拓市场、加大研发投入、坚持内生式增长和
外延式拓展并举；同时，务实基础，加强品质管理、加强体系建设、优化业务流程，完善技术支持及服务体系，实现公司业
务稳健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状况稳定，实现营业收入24,201.87万元，比上年增加10.9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972.47万元，比上年增加1.09%。公司主要业务回顾如下：
1、巩固主业、调整产品结构、拓展市场、丰富应用场景
公司顺应社会发展及金融强监管趋势，积极关注金融业改革和金融科技发展动向，聚焦需求，积极研究和开发适应金融
发展需求的新产品，丰富产品体系及结构，丰富应用场景。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巩固并加强银行自助设备现金管理系统的市
场地位，同时积极丰富产品体系，顺应金融监管同时充分考虑消费新趋势，不断丰富和完善物联网等技术的应用场景，大力
开拓印章管理系统及印控仪等新产品和业务，切入印章管理应用场景。
公司专注金融科技产品与技术（包括但不限于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充分发挥贵安新区金融创新试验区先行先试政策
优势，投资设立贵安新区贵金科技有限公司助力金融业务管理与改革，提升金融业精细化运营和管理水平。
2、以创新研发和营销为引领，强调品质管理 ，加强售后服务与体系建设
公司持续完善研发体系，细化研发职能，加强物联网实验室人才建设，切实履行新技术预研职责、充实高端人才队伍；
2017年度，为突出公司软硬一体化的核心竞争力，将软件研发中心从原产品研发中心独立出来更加注重软研的重要性，会计
年度内，公司立项研发项目开发完成及时率 100%；技术支持解决率 100%；全年研发质量问题≤5 次，有效确保各重点项目
软件研发工作的按期完成，取得良好的效果。
公司不断加强市场营销及服务体系建设，以快速响应市场需求为原则，充实加强营销人才队伍，创新品牌推广宣传方式，
提高售后服务工作质量；同时，强力推进国内高质量代理商营销渠道建设，实现多方合作共赢；积极推进高质量营销指挥官
和总行大客户引进及内部培养机制，积极拓展市场。
公司严格产品质量管理，坚定贯彻“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改进”的指导思想，通过测试和品质两个抓手，提升公司
产品质量，积极构建以质量预防体系为核心的产品竞争体系。加强售后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可服务性需求资源池，注重产品
安装便利性、使用便捷性，生产环节：完成工艺优化，不断改善产品设计和工艺；同时推进生产流程信息化；
3、完善组织建设、引入人才、实施股权激励
完善组织结构，搭建符合汇金业务模式的组织架构，成立九大中心，增设战略市场部，发挥“总参”职能；将软件研发中
心从原产品研发中心独立出来，突出公司软硬一体的核心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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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是公司重要的战略资源，落实“总监要有使命感、中层要有危机感、基层要有饥饿感”的组织文化，建立“责任结
果导向”的绩效考核机制，让“人才”资源真正实现增值增效。建立短中长期激励和约束机制，吸引高端研发人才，着眼于AI、
智能移动展业等在金融业的应用。
2017年度，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授予公司高管、核心技术骨干42人，共计授予116万股，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
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骨干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
公司利益和核心团队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共同促进公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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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银行自助设备现
金管理系统

172,039,011.97

127,243,830.35

73.96%

4.63%

-1.08%

-4.28%

银行现金流转内
控系统

60,971,664.27

36,106,658.53

59.22%

41.95%

25.15%

-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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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变更
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颁布了财会[2017]15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自2017
年6月12日起施行。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颁布，公司需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
会计准则。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号）的规定和要求，
修改财务报表列报，将与日常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从利润表“营业外收入”项目调整为利润表“其他收益”项目列报，该会计
政策的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2、会计估计变更
报告期公司主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3、核算方法
报告期内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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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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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合并范围新增一家：公司在报告期内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贵安新区贵金科技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51%。

珠海汇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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