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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四方精创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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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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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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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20,862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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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方精创 股票代码 300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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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琳 彭淑欣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中一道 9 号软件大厦

1008 室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中一道 9 号软件大厦

1008 室 

传真 0755-86329137 0755-86329137 

电话 0755-86649962 0755-86649962 

电子信箱 formssyntronss@formssi.com formssyntronss@formssi.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营业务的范围及经营情况 

     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从事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软件；数据库的设计、开发和

维护；计算机系统集成及其相关的技术咨询、维护；计算机软、硬件的批发、佣金代理（不含拍卖）、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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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技术进出口。 

     报告期，公司继续坚持做好主营业务，在服务已有客户的同时积极拓展新客户，新增香港银行同业结

算有限公司、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拿马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分行等客户；加大力度投入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研发，并推动产品落地；在境

内外开展合作与投资，参股格罗斯产业链服务（深圳）有限公司、北京优智汇咨询有限公司，成立全资子

公司深圳前海乐寻坊区块链科技有限公司，布局未来发展；聚焦港、澳及海外地区的金融科技市场，积极

拓展海外市场与创新业务模式，以期实现业务增长。 

     报告期，公司较好地完成了年度经营目标，实现营业收入48,781.66万元，其中，境外业务收入24,648.35

万元；营业利润6,769.27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880.44万元。 

（二）公司业务相关的宏观经济层面或外部经营环境的发展现状和变化趋势及公司行业地位或区域市场地

位的变动趋势 

2018年1月，国务院印发了《“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规划》中提到，到2020年，“数字中国”

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信息化能力跻身国际前列。2019年初，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科技委员第一次会议强调：

继续坚持“守正、安全、普惠、开放” 原则，研究出台金融科技发展规划，逐步建立金融科技监管规则体系，

完善创新管理机制，营造有利于金融科技发展的良性政策环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指出，推

进深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和深澳特色金融合作，开展科技金融试点，加强金融科技载体建设。这些都为金

融科技发展注入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并会给金融产业和相关金融科技企业带来更多市场机会。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科技金融服务深度调研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统计数据显示，2018

年，我国金融科技企业的营收总规模达到9698.8亿元，同比增速48.3%，并预测在2020年中国金融科技营收

规模将达19704.9亿元。随着金融服务嵌入到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正重新审视银行的本质，银行

服务将朝着智能化方向演进，“银行即服务”、“场景在前，金融在后”的模式将逐渐成为主流。以体验式银

行服务为核心的“银行4.0” 时代呼之欲出，以分布式架构为基础，基于开放银行模式驱动的新银行时代已

经来临，先进的新一代架构及技术使得经营成本大幅降低。在金融领域中，一场由分布式架构以及微服务

技术引领的变革正在发生。 

     作为一家强团队、懂金融，深耕境内外市场多年的金融IT企业，主要客户为海内外大型金融机构，是

中国银行、中银香港、东亚银行、永亨银行、微众银行、大新银行、百信银行、招银前海等知名金融机构

的长期合作伙伴。公司具有熟悉国际业务的专家团队以及金融+IT的复合型技术团队，公司将密切关注金

融科技发展趋势，积极把握全球金融科技纵深发展机会，坚持不懈地进行海内外布局，积极投入金融级分

布式PaaS平台研发、通过容器化微服务框架组件来构建具备面向开放式银行业务能力的解决方案，为全球

金融机构客户快速创新和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矢志成为其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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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7,816,568.83 507,805,831.97 -3.94% 367,045,428.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8,804,381.94 88,163,361.56 -21.96% 75,632,809.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6,055,860.72 84,966,452.49 -22.26% 73,200,249.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9,294,660.13 49,651,113.35 59.70% 57,241,091.6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 0.47 -25.53% 0.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5 0.47 -25.53% 0.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88% 9.82% -2.94% 9.37%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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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 1,233,192,855.43 1,178,371,191.97 4.65% 995,966,953.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54,204,545.71 949,321,068.27 11.05% 845,973,87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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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18,884.20 106,674,850.12 110,913,446.90 166,209,387.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171,433.87 17,749,194.41 24,062,851.32 13,820,902.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025,993.80 15,992,724.51 23,399,784.23 13,637,358.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478,213.04 45,752,098.08 2,571,449.96 73,449,32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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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88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8,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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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群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5.67% 49,950,610 0   

益志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7.82% 15,218,799 0   

SYSTEX 

SOLUTIONS

（HK）
LIMITED 

境外法人 7.68% 14,940,428 0   

益威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6.08% 11,829,342 0   

石河子市威升

精科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3% 2,778,394 0   

石河子市信方

精科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1% 2,360,724 0   

石河子市冠维

新科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5% 2,236,18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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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河子市建方

新科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6% 2,065,922 0   

郑秀姿 境内自然人 0.94% 1,823,001 0   

弘高亚太投资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78% 1,522,44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周志群先生，周志群先生持有公司控股股东益群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00%股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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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 

报告期内，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公司面对挑战，积极拓展境外市场，较好地完成了经营目

标。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8,781.66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94%，其中，境外业务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50.53%，

较上年同期增长6.01%；营业成本29,666.8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2.18%，其中，人工成本较上年同期增

长22.6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880.44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21.96%。 

2018年，公司继续保持研发投入，全年研发投入7,532.16万元，占公司营业收入的15.44%；公司加大

力度研发区块链、支付类、分布式架构等新技术，占全年研发投入的83.14%。公司新增软件著作权、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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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登记、科技成果登记共计58项。公司继续积极推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工作，2018年完成投入

9,051.29万元，截止至2018年底累计投入募集资金41,650.58万元。 

     公司积极开展对外合作与投资，报告期内，实现投资收益共计503.77万元。2018年，设立了全资子公

司深圳前海乐寻坊区块链科技有限公司，参股格罗斯产业链服务（深圳）有限公司、北京优智汇咨询有限

公司，以促进公司的业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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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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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开发 431,980,123.05 253,005,352.65 41.43% -2.21% 17.67% -9.90% 

技术维护 13,763,369.79 4,282,598.06 68.88% -28.00% -15.91% -4.47% 

系统集成 42,073,075.99 39,380,353.18 6.40% -10.37% -11.21% 0.88% 

合计 487,816,568.83 296,668,303.89 39.18% -3.94% 12.18% -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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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2018年6月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

15号），对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应调整，公司对2017年12月31日财务报表列报进行重新调整，具体影

响如下： 

1. 对于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

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2017年12月31日/ 

2017年度 

根据上述会计政策

变更，对财务报表

格式进行重新列报 

经公司董事会批准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 191,749,045.89 

应收账款 - 191,749,045.89 

其他应收款 + 829,27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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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利息 -829,273.79 

固定资产 + 151,069.23 

固定资产清理 - 151,069.23 

其他应付款 + 1,456,712.00 

应付股利 - 1,456,712.00   

②对于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2017年度 

变更前 变更后 变更前 变更后 

将原计入管理费用项目下的研发费用单

独列示为研发费用 

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 152,863,708.00 58,312,207.17  

研发费用 94,551,5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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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报告期新增一家合并单位“深圳前海乐寻坊区块链科技有限公司”，是由深圳四方精创资讯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

年8月15日在深圳登记设立，截止2018年12月31日，实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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