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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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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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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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1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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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信科技 股票代码 300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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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士平 王斯圆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东路 9 号院电子城研

发中心 A2 号楼东 5 层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东路 9 号院电子城研

发中心 A2 号楼东 5 层 

传真 010-59137800 010-59137800 

电话 010-59137700 010-59137700 

电子信箱 ir@yusys.com.cn ir@yusys.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营业务和经营情况 

公司是国内规模最大的银行IT解决方案提供商之一，报告期内主要从事向以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提供包括咨询、软件

产品、软件开发和实施、运营维护、系统集成等信息化服务。公司主营业务包括软件开发及服务、系统集成销售及服务、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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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主营业务三大类，全面覆盖业务类、渠道类和管理类解决方案，并始终保持在网络银行、信贷管理、商业智能、风险管理

等多个细分解决方案领域的领先地位。据IDC报告显示，公司自2010年起连续多年在中国银行业IT解决方案供应商中排名领

先。 

公司自成立至今，一直将以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作为主要服务对象，凭借行业领先的技术优势及良好的服务意识，在

金融领域内积累了大量具有长期稳定合作关系的客户。目前，公司已经为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两大政策性银行、

六大国有商业银行、12家股份制银行以及100多家区域性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以及十余家外资银行提供了相关产品和服务，

在行业内拥有较高的品牌声誉。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创新业务转型与传统业务双轮驱动，主营业务继续稳步增长，整体营业收入超出预期，达21.4亿

元；利润创下历史新高，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956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为1.776亿元。同时，公司业务还取得了如下重要进展： 

（1）成功发布“新一代分布式开发平台”并实现落地 

报告期内，作为金融科技微架构、分布式大趋势下的技术转型，公司发布了自主研发的新一代分布式开发平台——“统

一开发平台（Yusys Unified Development Platform，简称‘YUDP’）”。该产品是行业领先的公司战略级产品，是基于微服务架

构的企业级、全行级基础开发平台，为客户提供完善的基础框架、技术组件、业务组件、应用框架和强大的开发工具及服务

管控平台，支持用户快速构建渠道类、管理类、信贷类、核心类等各类业务系统，能稳定、高效、便捷地满足客户在微服务

框架趋势下的IT升级需求。报告期内，新一代分布式开发平台已在中原银行、兴业银行和江西银行多家客户成功落地。 

（2）公司业务中心与零售业务中心的传统业务良好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进行了组织架构的大幅度调整，将原有以产品事业部为主的组织架构调整为三大业务中心：公司业务

中心、零售业务中心与研发中心。其中，2018年度，公司业务与零售业务两大主要业务中心在传统业务领域发展良好：公司

业务中心于报告期内覆盖到了新客户兴业证券及农业发展银行，并在多家银行落地了包括场景集成平台、互联网金融核心方

案、统一风险门户及资产保全方案在内的多项新解决方案；零售业务中心则在报告期内分别完成了网贷业务、零售信贷业务、

消费信贷业务在微服务架构下的成功落地，同时，在2018年度成功中标广州汽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汽车产业链项目，补足了

公司汽车金融版图中的最后一块拼图。 

（3）在创新转型业务上取得实质性突破 

报告期内，公司金融生态运营平台及创新模式下的智慧柜员业务双双落地，其中，金融生态运营平台成功在天津银行

与青海银行落地，至今平台交易额已逾2,000 亿元；创新模式下的上海银行智能柜员机（ITM）联合运营项目运行情况良好，

2018年度项目运营收入已超千万元。创新模式业务使公司跳脱了传统的经营收费模式，基于金融科技的发展趋势，从客户的

实际需求出发，结合公司在行业内深耕多年的各项资源优势，进行形成与客户的联合经营、共赢互利的合作模式，是未来公

司经营发展的新方向。 

（4）与蚂蚁云金融、新华三及质数链网在金融云、区块链等领域达成战略合作 

报告期内，公司与北京蚂蚁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约定双方互为战略合作伙伴，通过优势互

补、资源共享的方式，积极开展包括金融科技产品集成和实施合作、金融科技和金融业务的合作拓展、品牌与市场合作在内

的各项战略合作；公司还在报告期内与紫光旗下新华三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宣布携手进军金融科技市场，

联合打造贴合客户需求的金融云融合解决方案，共建金融云生态；此外，报告期内，公司与质数链网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双

方宣布携手探索区块链+金融场景的业务创新，就ABS（资产证券化）、供应链金融等领域开展全面深入的合作。在宇信科

技现有的ABS业务基础之上，质数链网将向宇信科技全面开放区块链底层技术，打造基于区块链的金融类示范型产品，利用

区块链技术去中心化、去信任和分布式记账的特点，共同探索如何解决资产证券化、供应链金融等行业痛点。 

2、宏观经济形势和行业政策环境 

公司主要下游行业中银行业与宏观经济紧密相关，为国民经济的核心支柱产业，对宏观经济波动的敏感度较高。2018

年以来，国内经济增长稳中向好，受国内外环境变化影响，国民经济实现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为顺应国内外经济经金融

环境变化及发展趋势，银行业加快战略转型和业务布局调整，取得了积极进展，行业经营效益稳步提升。 

（1）宏观经济稳步增长，银行业积极推进金融科技战略布局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为中国银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空间。随着我国GDP的高速增长与经济货币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社会对金融服务需求不断增长，推动了银行业持续、快速发展。金融体制改革的有序推进和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为银行业

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据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中国银行业发展报告(2018)》指出，银行业纷纷加快金融科技战略布局，积极借助现代科

技推动传统金融与现代金融的深度融合，打造传统业务与现代业务相互支撑、共同发展的新模式。2018年，银行业更加强调

金融科技在战略转型中的作用。中国银行明确提出“坚持科技引领、创新驱动、转型求实、变革图强，建设新时代全球一流

银行”的总体战略目标，并将科技引领数字化发展置于新版战略规划之首；招商银行在深入推进“轻型银行”、“一体两翼”战

略转型基础上，突出强调以金融科技为转型下半场提供“核动力”；平安银行坚持“科技引领、零售突破、对公做精”十二字策

略方针，并进一步指出科技引领来自技术引领、模式引领、平台引领和人才引领四个方向，提出以科技全面重塑银行机制，

打造金融科技“护城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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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融改革政策力度持续加强，金融科技长期向好 

近年来，随着金融行业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落实，商业银行自身精细化管理水平不断提升，对IT解决方案提供商的管理

水平和专业化服务能力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同时，互联网的广泛应用给银行带来了更多的业务机会以及相应的挑战，银行

业纷纷在金融科技领域积极进行布局。2018年，中国银行业继续推动金融和科技的深度融合，加强在金融科技方面的投资力

度，多数银行已借力金融科技提升了经营效率，部分银行通过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强化科技能力建设，实现了科技赋能的

科技输出和金融输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2月22日主持第十三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加快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金

融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国产化，要做好金融业综合统计，健全及时反映风险波动的信息系统。在金融以及金融信息系统重要

程度继续上升的背景下，金融领域改革力度有望进一步加大，金融机构对于IT系统建设将继续保持较高的需求。满足客户日

益增加的个性化、差异化、创新的需求成为银行业IT未来发展的方向。 

（3）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总体保持平稳较快发展 

软件产业属于国家鼓励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支柱产业，为推动其发展，国家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大力

扶持软件行业的发展，解决软件产业在人才、投资、税收、技术保护等方面的困扰，为软件行业的发展营造了良好氛围。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201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统计公报》：2018年，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总体保持平稳

较快发展，产业规模进一步扩大，盈利能力稳步提升，主营业务年收入500万元以上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3.78万家，

累计完成软件业务收入63,061亿元，同比增长14.2%。 

 

 

 

3、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影响 

（1）银行业转型驱动下游市场扩大 

金融企业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在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互联网金融的冲击下，以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将不断提升服

务水平和产品创新能力来确保自身的市场份额和地位，信息化建设投入将是转型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随着金融企业转型进

一步深入，信息化投资将不断扩大，为公司业务规模增长创造了新的契机。 

（2）技术进步带动行业发展 

软件行业具有系统规模大、技术更新快、前后承接性强等特点，近年来，随着社会认可度的逐渐提高，信息技术已经

从一种辅助工具逐渐发展成为行业创新发展的主要方式，新型开发理念和技术不断涌现，推动了软件行业的快速发展。随着

“云概念”、“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概念的出现，实现了对各种现有技术和服务的有效支持，使得其功

能和性能更加完善，为银行信息化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从而更好的去创造和满足市场需求，推动了行业的持续发展，加速了

公司的持续创新转型。 

4、公司计划采取的措施 

为加强公司自身核心竞争力，保持在市场上的领先地位。公司拟采取以下措施：（1）产品结构方面，公司将继续保

持对新产品和新技术的研发投入，借助现有产品多元化的战略优势及品牌势能，不断扩展产品类型以满足客户需求，丰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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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产品线； 

（2）在产品创新方面，公司会继续坚持创新转型和传统业务发展的双轮驱动战略，用科技服务金融、赋能金融，在

提升客户价值的同时提高经营效率； 

（3）在市场拓展方面，公司将持续专注为现有客户提供最优质的服务，以保障现有业务规模，并将进一步丰富客户

结构，努力拓展银行以外的金融机构客户群体，在稳定现有市场份额的基础上努力寻找业务增长点； 

（4）在企业文化方面，保持“空杯心态”，不断加强公司文化理念的传播，将宇信文化渗透到公司的日常工作中，为

公司的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5）在资本市场方面，公司将以更加开放、合作、共赢的心态，整合公司内外部资源，提升公司综合实力；同时，

公司也将关注海外市场的业务拓展，力争尽快成为一家具有全球视野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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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2,140,560,716.62 1,624,278,563.06 31.79% 1,623,182,683.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5,617,892.13 187,783,108.64 4.17% 177,096,373.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7,593,584.93 145,581,029.12 21.99% 140,336,127.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0,910,668.72 51,902,130.42 229.29% 219,773,771.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3 0.52 1.92% 0.4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3 0.52 1.92% 0.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75% 17.27% -2.52% 20.04%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3,243,804,920.78 2,628,131,223.92 23.43% 2,274,334,788.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64,287,965.34 1,180,157,444.31 41.02% 993,135,17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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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400,347.00 543,169,396.99 303,967,230.55 1,078,023,742.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086,550.08 82,344,645.65 14,862,292.21 113,497,504.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922,099.70 73,777,530.51 7,569,741.56 111,168,412.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9,810,634.73 -70,102,087.31 35,330,147.06 435,493,24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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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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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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32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9,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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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宇琴鸿泰

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98% 123,910,560 123,910,560   

远创基因投资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8.75% 34,990,200 34,990,200   

PORT WING 

DEVELOPME

NT 

COMAPANY 

LIMITED 

境外法人 6.97% 27,877,320 27,877,320   

尚远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51% 22,021,920 22,021,920   

杭州海富恒歆

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43% 21,733,920 21,733,920   

珠海爱康佳华

资产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97% 19,872,000 19,872,000   

华侨星城（上

海）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62% 18,473,760 18,473,760   

巨富中国投资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24% 16,949,880 16,949,880   

光控基因投资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23% 16,908,840 16,908,840   

珠海宇琴广源

信息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8% 8,726,040 8,726,04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远创基因投资有限公司与光控基因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 China Everbright 

Limited，委派代表同为邓子俊且其同时担任远创基因与光控基因的董事，远创基因与光控基

因共同推荐宋开宇为宇信科技董事，远创基因与光控基因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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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同期变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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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 

      2018年，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快金融科技战略布局，对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务的需求大幅增加。宇信科技作为银行信

息化行业产品种类最全、专业化程度最高、最具品牌影响力的IT供应商之一，在市场大环境与公司竞争力双优的共同驱动下，

公司营业收入持续快速增长，首次突破20亿元大关。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4,056.07万元，比上年增长31.79%，其中公司软件开发及服务收入较去年同期增加24,230

万元，增幅18.20%，主要原因为近年来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大信息化建设投入，公司在稳步发展现有大型客户的同时，大力

发展城市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等中小型客户，使得公司收入规模不断扩大；公司2018年系统集成销售及服务收入较去



北京宇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7 

年同期增加27,849.21万元，增幅144.53%，主要原因为客户业务量增加、云计算发展、以及为响应国家对系统自主可控的号

召而推动分布式架构导致集成设备和服务需求增加等。从客户维度来看，2018年城市商业银行主动拥抱金融科技，结合自身

发展实际，对业务、流程、管理等方面进行数字化改造，使得公司来自城市商业银行的收入较上年增加1.34亿，增幅为31.05%；

2018年部分股份制银行加快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增加金融系统集成设备投入，使得公司来自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收入较上

年增长1.98亿元，增幅为42.54%；2018年大型消费金融公司业务发展迅速，信息系统建设需求较大，公司来自此类非银行金

融客户的收入较上年增长1.03亿元，增幅达到68.67%。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成本为143,976.02万元，较上年增长43.41%，主要为公司系统集成销售及服务业务成本大幅增加，公

司人员成本也有所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综合毛利率为32.74%，较上年降低5.45个百分点，主要原因为2018年系统集成销售及服务收入毛利率为

9.78%，较上年下降8个百分点，且系统集成销售及服务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从2017年的11.88%提高至2018年的

22.03%，导致整体毛利率下降。报告期内软件开发及服务毛利率为38.25%，较上年降低2.23个百分点，主要为2018年公司部

分战略客户和战略项目毛利率较低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为1.0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2.7%，主要原因为公司业务规模扩大和客户数量增加等导致相应

的销售人工成本增加；报告期内公司管理费用为2.06亿元，较上年增加2.01%，主要为公司管理人工成本略有增加，同时公

司严格控制各项管理费用，发挥规模效应以提高管理效率；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1.84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6.44%，主要

为公司立足中长期发展，为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加大研发投入导致公司研发费用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96亿元，较上年增加4.17%，主要原因为2018年收入和毛利额增加，经营管

理效率提高相应的费用增长较为稳定，联营企业经营情况较好使得公司投资收益大幅增加进而使得公司与经营相关的利润增

加；另一方面，由于地方税收优惠政策调整导致2018年政府补助减少，2017年取得处置房产收益金额较大，本报告期无此类

收益；2018年将部分已到期固定资产报废产生损失金额较大等使得2018年非经营性收益大幅减少，因此本报告期内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为17,759.36万元，较上年增长2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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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制化软件开发 665,587,969.81 413,666,000.06 37.85% 18.03% 25.08% -3.51% 

人员外包及运维 891,027,743.12 552,340,359.80 38.01% 17.95% 20.73% -1.43% 

系统集成销售及

服务 
471,179,341.54 425,111,541.24 9.78% 144.53% 168.60% -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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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业务年度口径汇总的主营业务数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当期数据 上期数据 增减比 

收入 2,140,560,716.62 1,624,278,563.06 31.79% 

成本 1,439,760,212.84 1,003,961,777.15 43.41% 

净利润 197,344,260.33 189,316,474.92 4.24% 

 当期期末数据 上期期末数据 增减比 

存货 483,020,819.73 426,229,315.87 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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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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4,056.07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1.79%；本报告期内营业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31.79%，主

要为其中：公司软件开发及服务收入较去年同期增加24,230万元，增幅18.20%，主要原因为近年来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大信息

化建设投入，公司在稳步发展现有大型客户的同时，大力发展城市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等客户，使得公司收入规模不

断扩大；公司2018年系统集成销售及服务收入较去年同期增加27,849.21万元，增幅144.53%，主要原因为客户机房搬迁等集

成设备需求增加、响应资金监管要求设备更新换代等。从客户维度来看，2018年城市商业银行主动拥抱金融科技，结合自身

发展实际，对业务、流程、管理等方面进行数字化改造，重塑银行构架，公司来自城市商业银行的收入较上年增加1.34亿，

增幅达到31.05%；2018年部分股份制银行加快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增加金融系统集成设备投入，使得公司来自股份制

商业银行的收入较上年增长1.98亿元，增幅达到42.54%。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成本为143,976.02万元，较上年增长43.41%，主要为公司系统集成销售及服务业务成本大幅增加，公

司人员成本也有所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综合毛利率为32.74%，较上年降低5.45个百分点，主要受毛利率较低（9.78%）的系统集成销售及服务收

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从2017年的11.88%大幅提高至2018年的22.03%，且2018年系统集成销售及服务毛利率因销售产品

类型变化等较上年下降8个点，导致整体毛利率下降。报告期内软件开发及服务毛利率为38.25%，较上年降低2.23个百分点，

主要为2018年公司部分战略客户和战略项目毛利率较低所致。 

 

    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6亿元，较上年增加4.17%，主要原因为2018年公司收入和毛利额增加，经营管

理效率提高相应的费用增长较为稳定，联营企业经营情况较高使得公司投资收益大幅增加，但是由于地方税收优惠政策调整

政府补助减少，2017年取得处置房产收益金额较大，本报告期无此类收益，且将部分已到期固定资产处置产生损失等非经营

性收益大幅减少，导致公司2018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幅较低；本报告期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

的净利润为17,759.36万元，较上年增长2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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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收购珠海数通天下科技有限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范围。 

2、本期公司对子公司浙江宇信班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进行清算，浙江宇信班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于2018年6月21日办理完毕

工商注销登记，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3、2018年6月29日公司转让所持有的上海宇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全部股权，上海宇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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