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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33              证券简称：同花顺                公告编号：2020-031 

浙江核新同花顺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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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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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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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花顺 股票代码 30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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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志峰 唐俊克 

办公地址 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同顺街 18 号 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同顺街 18 号 

电话 0571-88852766 0571-88852766 

电子信箱 myhexin@myhexin.com myhexin@myhexin.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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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91,516,166.70 702,417,683.27 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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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39,165,195.92 264,566,180.00 65.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429,533,921.17 258,629,336.53 66.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12,979,188.95 408,200,061.87 74.6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2 0.49 67.3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2 0.49 67.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02% 7.91% 3.1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5,839,629,907.03 5,235,969,278.51 11.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980,814,963.24 3,990,051,777.04 -0.2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50,61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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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峥 境内自然人 36.00% 193,537,000 145,152,750     

叶琼玖 境内自然人 11.48% 61,730,614 47,775,460     

上海凯士奥信息咨

询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9.89% 53,145,579 39,859,185     

于浩淼 境内自然人 4.95% 26,609,702 19,957,276     

王进 境内自然人 3.96% 21,290,282 15,967,71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3.15% 16,938,645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00% 16,112,900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0% 5,887,499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易方达均衡

成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77% 4,133,618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永赢科技驱

动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39% 2,089,94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公司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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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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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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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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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挑战，继续聚焦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领域，紧紧围绕整体战

略目标，稳步推进各项业务发展。公司始终以用户需求为中心，坚持自主研发创新，持续提高产品和服务

品质，积极探索新的业务模式和盈利增长点，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 

报告期内，在公司董事会的有力领导下，经营管理层认真执行工作计划，公司员工上下一心，稳步推

进各项业务。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99,151.62万元，同比增加41.16%；实现营业利润 49,869.58万元，同比

增加61.94%；实现利润总额49,846.68万元，同比增加61.8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3,916.52

万元，同比增加65.99%。报告期内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较去年同期有所

增长，主要原因为：（1）报告期内，A股市场活跃度提高，投资者对金融资讯服务的需求增加；（2）2019 

年末预收款项有所上升，导致报告期满足条件后确认的营业收入取得增长。 

1、加强科技研发创新，全面提升产品及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加大对新技术和新应用的研发投入，促进人工智能技术与现有业务的融合创新，

推动现有产品及服务的优化升级，进一步提了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2、打造AI开放平台，拓展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报告期内，同花顺AI开放平台持续发展，目前可对外提供30项人工智能技术和服务，可为证券、银行、

基金、保险、私募、医疗、法律等行业提供智能服务解决方案。面对新冠疫情，公司在第一时间推出了智

能疫情防控回访机器人、智能疫情问答机器人、疫情地图、健康打卡系统、发热门诊线上预诊系统等一系

列产品，在防疫抗役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3、打造互联网泛金融智能服务平台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第三方基金销售投入力度，进一步扩充“爱基金”平台上相关产品的种类和数

量。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上线129家基金公司，基金产品7,768支，接入23家证券公司，资管产品2,142

支。同时稳步推进保险经纪、私募基金管理、期货通等业务，以满足公众多方位的投资理财需求。 

4、强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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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进募集资金项目投资建设，严格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提升募集资金的

使用效率。对已经建设完毕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努力发挥其效益。加强对未使用超募资金的管理，充分

发挥募集资金的价值。募集资金项目的建设和使用提高了公司整体运营管理水平，提升了公司的整体形象

和市场竞争力。 

5、科技赋能营销推广，建设高效销售团队 

公司利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技术，分析用户需求，精准推广产品；采取了更加积极的销售策略，

加大销售费用投入，提高营销推广力度，激发销售团队活力；同时公司注重规范营销人员行为，积极建立

与客户的长期合作关系。 

6、加强公司治理，维护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范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运作，完善内部监督

体系，加强在财务管理、内部审计、风险管理等多方面的管控。切实落实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形成科学有

效的决策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推动企业规范化、科学化管理，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发展，保障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的利益。 

7、继续严格规范信息披露，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进行信息披露，保证信息披露的及时

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公司内部组织形式多样的信息披露相关法律法规学习，加强证券市场法律

法规学习，确保信息披露工作的整体质量。高度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报告期内，公司共接听投资者

来电216个，回答深交所互动易平台投资者提问67个，举行网上业绩说明会1次。有序开展投资者调研活动，

加深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和认同，促进公司与投资者之间长期、良好、稳定的关系。 

8、加强人力资源建设，引进和培育创新型人才 

公司继续加强人力资源建设，通过全新线上招聘系统实现云宣传、云面试，全程无接触式的招聘，稳

步推进招聘计划；同时，公司采取了严格有效的防疫措施，为员工提供各类防疫物品，保障员工身体健康。

公司继续加大外部人才特别是科研人才的引进力度，提高公司的人才优势；同时通过建立科学化、系统化、

规范化的内部培训体系，促进人力资源效率提高和复合型人才培养补充。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和绩效考核体

系，构建良好的晋升渠道，调动全体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为公司持续发展提供强劲的动力。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本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按照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企

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的要

求执行新收入准则。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新收入准则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根据新旧准则转换的衔接规定，公司无需重述前期可比数，但应当对首次执

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浙江核新同花顺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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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 合并范围增加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 出资比例(%) 

浙江同信企业征信服务有限公司 出资设立 2020 年 3 月 1,000 万元 100.00 

2. 其他说明 

本期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核新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出资设立浙江同信企业征信服务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30 日办妥

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110MA2H36AP7W 的营业执照。该公司注册资本 1,000 万元，公司认缴

出资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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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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