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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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
因

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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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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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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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221458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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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时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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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377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程霞

张建科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皇岗路 5001 号深业上城南
区二期 37 楼

深圳市福田区皇岗路 5001 号深业上城南
区二期 37 楼

传真

0755-88265113

0755-88265113

电话

0755-23968617

0755-23968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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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箱

ysstech@ysstech.com

ysstech@ysstech.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公司经营紧紧围绕金融科技发展战略，公司主营业务继续聚焦为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和资产托管业务提供信息
化系统解决方案的应用软件及增值服务。公司主要产品包括资产托管系列软件、资金交易风险管理系列软件、财务估值核算
软件、金融资产投资绩效及风险管理软件、投资交易管理软件、金融数据中心系列软件等，“全资产、全业务、全数据、全
行业”是公司产品的特性，公司产品可广泛应用于金融行业研究、分析、投资、交易、风控、监督、清算、核算估值、绩效
评估、存托管、数据整合等业务环节，公司客户涵盖银行、基金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期货公司、财务公
司、私募基金管理公司、全国社会保障理事会等。公司经营坚持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经营业务需求的主要来源：一是金融产
品创新形成的IT需求，二是金融监管政策变化形成的IT需求，三是信息技术发展要求客户对信息系统进行更新改造形成的IT
需求，四是客户差异化竞争需要形成的个性化IT需求，五是金融机构客户增加产生的IT需求。
报告期，公司深刻把握行业的发展变化趋势，紧贴客户需求变化，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和产品创新，及时推出了赢时胜职
业年金财务估值软件V4.5、赢时胜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财务估值软件V4.5、赢时胜RQFII-ETF财务估值软件V4.5、赢时胜实时
估值软件V4.5、赢时胜智能估值RPA软件V4.5、赢时胜智能账务处理软件V5.0、赢时胜资产管理运营服务平台V1.0、赢时胜
云原生微服务容器Fregata云平台、赢时胜恒河大数据HengHeErise平台、赢时胜FOF投资分析系统V1.0等52个软件产品，进
一步丰富完善了公司产品线，以契合市场需求。
报告期，随着我国资产管理与资产托管规模的增加、金融监管政策变化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应用，金融机构
对信息化基础设施投入持续增加，资产管理与资产托管行业对IT信息化需求依然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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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9,100,493.81

537,017,966.08

19.01%

350,808,370.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7,780,372.07

208,463,060.81

-14.72%

121,039,371.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5,899,691.70

197,454,554.39

-21.05%

114,010,749.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044,888.34

-117,350,432.45

58.21%

52,969,543.8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95

0.2808

-14.71%

0.423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95

0.2808

-14.71%

0.42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54%

7.92%

-1.38%

6.00%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3,209,914,333.02

2,938,710,527.97

9.23%

2,714,518,538.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713,651,911.51

2,698,048,074.04

0.58%

2,567,355,55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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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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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941,241.87

162,795,413.14

166,195,678.22

166,168,160.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439,655.29

50,250,531.37

42,191,150.18

59,899,035.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398,913.61

44,333,561.72

42,112,889.63

44,054,326.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545,022.64

-64,715,705.42

-39,210,667.53

123,426,507.25

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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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418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48,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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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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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球

境内自然
人

23.00%

170,740,705

132,255,529

张列

境内自然
人

6.49%

48,147,300

0

鄢建红

境内自然
人

4.80%

35,617,250

32,862,937

鄢建兵

境内自然
人

4.22%

31,336,150

24,252,112

黄熠

境内自然
人

3.75%

27,836,150

0

周云杉

境内自然
人

3.36%

24,918,550

21,000,000

深圳市大蓝
筹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37%

17,604,100

0

庞军

境内自然
人

2.07%

15,395,550

15,395,550

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2%

15,021,000

0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易方
达创业板交
易型开放式

其他

1.26%

9,347,06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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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质押

94,560,000

质押

3,300,000

质押

5,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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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唐球与鄢建红为夫妻关系，鄢建红与鄢建兵为姐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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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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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防
范化解金融风险、推进金融改革开放是我国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积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金融的深度融合，
加快金融业的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成为金融行业信息化的发展趋势。为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和创新能力，以互
联网、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为主要特征的金融科技飞速发展，数字金融、智慧金融正深刻改变
金融业服务模式，金融科技已然成为金融机构打造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引擎。金融机构对金融IT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持续增加，
金融行业对信息化需求依然强劲，金融行业信息化发展迎来了很好的历史机遇，金融行业信息化呈现巨大的市场空间。公司
的主营业务是为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和资产托管业务提供信息化解决方案的专业软件及服务。近年来我国资产管理和资产托
管行业规模快速增长，据有关统计数据，中国财富管理市场规模已超过150万亿元，且会持续快速增长，我国基金管理公司
及其子公司、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私募基金管理机构资产管理业务总规模超过50万亿元，中国银行业资产托管规模达120
万亿元以上。2018年4月发布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简称“资管新规”）、2018年9月发布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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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2018年12月发布的《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正在深刻改变我国资产管理行业的发
展格局，资管新规突出净值化管理和规范化信息披露，旨在规范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业务，金融变革与金融监管政策的变化
将催生资产管理行业的IT需求将持续快速增长。
报告期，公司深刻把握金融行业业务发展和技术应用的发展趋势，紧贴市场的需求变化，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积极推
进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微服务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研发应用，持续推动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不断延伸
公司产品线，拓宽公司产品服务范围，丰富产品功能，改进产品服务质量，提升用户体验和客户满意度，有效提升公司产品
的品牌优势和行业影响力。2018年度公司取得了赢时胜职业年金财务估值软件V4.5、赢时胜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财务估值软件
V4.5、赢时胜RQFII-ETF财务估值软件V4.5、赢时胜实时估值软件V4.5、赢时胜智能估值RPA软件V4.5、赢时胜智能账务处理
软件V5.0、赢时胜资产管理运营服务平台V1.0、赢时胜云原生微服务容器Fregata云平台、赢时胜恒河大数据HengHeErise平
台、赢时胜FOF投资分析系统V1.0等52个软件产品，截至2018年末，公司累计取得软件产品著作权283项。公司新一代资产管
理业务系统和新一代资产托管业务系统服务产品日益丰富，性能持续优化，实时估值、智能估值、资产托管“机器人”、
“自
动上报”已在客户中快速推广应用。公司凭借前瞻性研发构建的基于云计算、微服务技术架构实现流程化、自动化、数字化、
智能化的资产管理运营平台已在行业头部客户应用落地，且产生了很好的市场示范效应。公司推出的银行理财“资管新规”
解决方案将助力银行理财业务转型，相应的业务系统建设研发正在推进中，公司已中标多家银行理财子公司的业务系统建设。
公司研发的赢时胜报表世界监管报送V1.0较好地解决了客户为满足监管要求的信息披露需求。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客户群涵
盖银行、基金、证券、保险、信托等客户已超过300余家。
报告期，公司为了更好地保障经营的发展，促进经营效率和创新能力的提升，持续推动组织架构和流程体系的变革与
优化。2018年设立了赢时胜研究院，着力于前瞻信息技术研究与应用落地，针对银行人民币理财子公司业务发展市场需要，
设立了财富管理事业部，同时对各事业部组织架构进行调整，合理划分业务作战单元，提升软件工程能力和项目管理水平，
有效提升研发效率与质量，激发团队组织活力。为了提供更好的人才支撑体系，公司实施了优才计划，进行人才结构优化调
整；根据岗位能力素质要求，加强以赋能为目的培训体系建设，以提高员工队伍整体业务、技术水平，积极打造一支结构合
理、业务精湛、技术过硬、作风优良的人才队伍；优化职位评价体系，完善绩效考核，积极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薪酬体系
和有效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和激发员工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以加大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和留存力度，报告期末，
公司员工规模达到2429人，比上年同期增长23.68%，有效地保障了公司生产经营和未来发展对人力资源的需要。
报告期内，公司战略投资的北京东方金信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大数据平台和大数据解决方案的高新技术企业，
目前已在政府、金融、工业等领域完成多个创新案例，该司在政务领域承接了全国第一个省级政务大数据平台、多个国家直
属部委大数据项目和多个省市政务大数据工程及银行、券商、保险、工业等领域的大数据工程，经营业绩快速增长，已成长
为中国大数据50强企业。公司投资的上海赢量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上海赢保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和东吴（苏州）金融科技有限
公司由于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经营业绩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公司投资设立的其他联营企业多为孵化期的初创企业，目前仍处
于技术研发阶段，尚未实现盈利。
2018年度，公司经营情况发展良好,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3,910.0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9.01%；营业总成本49,036.04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2.2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778.04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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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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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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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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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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月25日，宁波赢元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本公司之子公司上海赢量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签署《增资协
议》，拟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3,000万元，按照每1元注册资本对应人民币1.5元的价格，认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
元，占注册资本的9.09%。于2018年4月20日完成工商信息变更，其中本公司持股比例由原来的70%变更为63.64%。
本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上海赢量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于2018年11月28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持有子公司上海赢保商业保
理有限公司44%的股权转让给上海赢量金融服务有限公司，转让价格为89,239,003.76元，转让后，本公司持股49%，上海赢
量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持股51%，本公司仍然为上海赢保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方。
2018年8月，宁波箭双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链石（苏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署《增资协议》，拟以现金
方式出资人民币900万元，按照每1元注册资本对应人民币1元的价格，认购链石（苏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
民币9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3.08%。链石（苏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于2018年8月9日完成工商信息变更，其中本公司出资
人民币2,100万元，出资比例由原来的70%变更为5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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