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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65                            证券简称：高伟达                            公告编号：2018-026 

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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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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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汇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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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248,657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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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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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伟达 股票代码 300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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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源 郑祥云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32 号高斓大厦

1601 室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32 号高斓大厦

1601 室 

传真 010-57321000 010-57321000 

电话 010-57321010 010-57321010 

电子信箱 securities@git.com.cn securities@git.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成立于1998年，近二十年来通过不断发展与创新，已成为国内领先的金融信息服务提供商。2015年5月，公司成功

登陆资本市场，进一步提升公司知名度，也使得公司未来的发展插上了资本的翅膀。公司在深耕主业的同时，于2016年完成

重大资产重组，收购上海睿民，夯实公司服务能力，丰富公司产业链条。同时为了更加丰富产品线，提升业绩，公司积极布

局移动互联网营销发展以及大数据技术，现金收购坚果技术、尚河科技两家公司。2017年公司继续布局移动互联网领域，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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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完成又一次重大资产重组，现金收购快读科技。公司主营业务情况如下： 

一、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现有主营业务分为两大块：金融信息服务、移动互联网营销 

二、产品和业务用途 

金融信息服务是向以银行、保险、证券为主的金融企业客户提供IT解决方案、IT运维服务以及系统集成服务。具体可分

为： 

1.IT解决方案是指由专业的IT解决方案提供商为金融企业提供满足其渠道、业务、管理等需求的软件及相应服务。其

中IT解决方案软件包括解决方案供应商自有的应用软件，如银行核心业务系统、信贷管理系统、CRM系统等；IT解决方案

服务包括咨询、实施、运行管理、支持和培训在内的与解决方案软件相关的IT服务。 

2.IT运维服务是为客户云数据中心提供从云基础规划，保障客户数据中心的稳定、安全、高效运行而提供的运营维护

服务，具体包括对IT系统优化升级、日常变更操作、健康检查、故障分析及恢复、数据/存储/容灾管理、信息安全管理等技

术服务。随着云计算技术在数据中心建设中的逐步应用，IT运维服务也包含了越来越多的云管理服务内容，虚拟化和自动化

技术得到更多的应用。 

3.系统集成服务是指应客户需求，提供IT基础设施咨询及规划、数据中心集成设计、产品选型、软硬件详细配置、基

础软硬件供货、软硬件安装调试、IT系统软硬件改造升级、技术咨询、售后服务等服务。其中基础软硬件设备主要包括服务

器、存储、机房设备、网络设备等硬件设备以及中间件、数据库软件等基础软件。 

移动互联网营销亦称为移动大数据精准营销，就是以国际移动互联网络为基础，利用数字化的信息和移动互联网络媒体

的交互性来实现营销目标的一种新型的市场营销方式。公司现有移动互联网营销业务具体内容如下： 

坚果技术移动互联网营销业务： 

坚果技术，是一家从事移动互联网营销的公司。该公司一方面依托于手机刷机商、Launcher、FOTA等中间商以及手机

硬件厂商、方案商，持续获得下游充足的全球用户资源。另一方面，坚果技术凭借从上游广告联盟获取的广告订单（offer），

以及自己拓展的直客资源，持续获取广告业务机会。坚果技术拥有自己的大数据分析筛选和定位系统，将从下游渠道获得的

用户数据进行数据分析、用户画像，精准定位。通过大数据应用找到最具针对性的营销受众，进行精准的营销投放，从而从

根本上提高广告主广告投放的效率。  

尚河科技移动互联网营销业务： 

尚河科技通过对优秀互联网企业旗下产品提供专有品牌推广业务，相应获得代理权，根据受托方推广产品的收入，按照

协议约定比例与受托方分成。通过对移动广告投放需求方进行营销方案设计，优化产品筛选，同时通过数据分析能力以及运

营能力，对用户进行大数据分析，实现移动广告的精准投放。 

快读科技移动互联网营销业务： 

快读科技是一家致力于提供移动端广告营销的专业机构，通过与主流移动端媒体合作并积极整合各类长尾流量，广泛覆

盖下游媒体资源，凭借着丰富的移动营销运营经验，深入挖掘客户核心需求。快读科技自2014年成立以来，通过把握移动互

联网高速发展契机，依托各类媒体资源，为广告主提供全方位的移动广告营销解决方案，高效、精准、广覆盖、高性价比地

提供移动广告营销服务，逐步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和品牌效应，是移动营销业务领域的优秀企业。 

三、经营模式 

公司金融信息服务业务围绕着金融业客户的主要IT需求展开，体现了公司“产品+服务”的经营模式，满足了客户各个层

次、不同阶段的IT需求，贯穿了企业IT系统生命周期的全过程，能够为企业IT系统的价值实现提供“一站式”的综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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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营销业务通过自有流量或者购买流量，结合客户需求，通过大数据分析，对用户精准投放广告，获取相关收益。 

四、本年度业绩驱动因素 

本年度公司主营业务之一的金融信息服务业务，积极应对核心客户需求下降带来的挑战，积极拓展城市商业银行和区域

银行客户。这些客户的成功开拓为公司弥补了核心客户需求下降带来的收入的下滑带来的影响。公司2017年金融信息化业务

的毛利率保持稳定，并通过在2016年成功收购上海睿民100%的股权，进一步强化了公司在金融信息服务业务的市场占有率。

上海睿民在金融信息化领域中的支付、小微金融、金融资产交易所、融资租赁等领域具有完善的IT产品和解决方案。 

2017年，公司继续积极拓展移动互联网营销领域的市场机会，完成重大资产重组，现金收购快读科技公司100%股权。

2017年快读科技纳入合并报表为公司整体业绩的提升做出较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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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9,908,536.31 972,683,347.16 35.70% 938,623,959.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020,479.85 23,109,577.54 51.54% 41,228,939.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4,251,376.41 23,810,143.47 43.85% 40,473,319.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0,447,949.20 52,930,225.58 -251.99% 30,678,846.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5 60.00% 0.107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5 60.00% 0.10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0% 3.06% 0.24% 10.43%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2,237,414,688.65 1,699,676,083.84 31.64% 866,716,087.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76,292,184.11 1,043,909,396.25 3.10% 745,086,10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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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860,205.52 303,214,299.56 311,320,509.73 480,513,521.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511,339.99 18,974,340.76 6,885,999.65 23,671,479.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646,585.22 16,464,745.90 6,944,763.89 25,488,451.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5,169,807.31 -54,367,249.19 -15,463,099.25 144,552,20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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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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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7,839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52,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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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鹰潭市鹰高投

资咨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1.31% 140,843,740 140,843,740 质押 39,000,000 

银联科技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9.25% 41,600,000 0   

鹰潭市锐鹰投

资咨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7% 9,760,000 9,760,000   

鹰潭市华鹰投

资咨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4% 9,638,400 9,638,400   

北京睿韬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7% 8,847,265 8,847,265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67% 7,521,920 0   

宁波镇海翔易

融联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1% 5,898,177 5,898,177   

刘佳玉 境内自然人 0.73% 3,274,000 0   

余江县泰和睿

思技术服务中

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25% 1,125,075 1,125,075 质押 1,120,000 

陈慰忠 境内自然人 0.25% 1,117,468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 10 名无限售股股东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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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互联网营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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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解决方案 462,949,730.90 305,182,026.39 34.08% 11.41% 19.16% -28.17% 

系统集成 401,548,958.30 366,947,769.03 8.62% 3.13% 1.08%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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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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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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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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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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本公司与寿宁县恒力智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恒力智信”）及黄河

于2017年4月17日签订的《股权收购协议》，本公司以41,400.00万元受让恒力智信及黄河持有的深圳市快读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快读科技”）100.00%股权。本公司已于2017年6月5日支付上述股权转让款8,280.00万元(第二期转让款6,624.00万元、

第三期转让款12,834.00万元、第四期转让款13,662.00万元。上述各期转让款的支付须以快读科技经审计后净利润满足业绩承

诺为前提。快读科技于2017年5月19日办妥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同时快读科技的董事会于2017年4月13日成立，在新一届董事

会中本公司派出董事已占多数，本公司在2017年5月末已拥有该公司的实质控制权。为便于核算，将2017年5月31日确定为购

买日，自2017年6月1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2．以直接设立或投资等方式增加的子公司(指通过新设、派生分立等非合并收购方式增加的子公司) 

(1)2017年8月18日，本公司与南京盈源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南京盈创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共同出资设立

江苏盈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17年8月22日完成工商设立登记，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600.00万元，其中本公司认缴

出资人民币2,160.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60%，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

范围。截止2017年12月31日，江苏盈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净资产为15,453,748.12元，成立日至期末的净利润为-1,606,251.88

元。 

(2)本公司出资设立北京伟达智通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17年3月20日完成工商设立登记，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

万元，其中本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100.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0%，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

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截止2017年12月31日，本公司尚未实际出资。 

(3)本公司与深圳市伟创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出资设立深圳市磐世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17年10月

24日完成工商设立登记，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0万元，其中本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300.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60%，拥

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截止2017年12月31日，各方尚未实际出资。 

    (4)本公司与上海颛泽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颛达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共同出资设立上海翕振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17年11月22日完成工商设立登记，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00.00万元，其中本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

1,800.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60%，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截止

2017年12月31日，各方尚未实际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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