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海汇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300561                           证券简称：汇金科技                           公告编号：2020-077 

珠海汇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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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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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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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金科技 股票代码 30056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玉玲 何燕 

办公地址 珠海市软件园路 1 号会展中心 3#第三层 珠海市软件园路 1 号会展中心 3#第三层 

电话 0756-3236673 0756-3236673 

电子信箱 investor@sgsg.cc investor@sgsg.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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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046,618.48 105,081,272.64 -22.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115,233.95 16,182,139.15 -43.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5,316,813.78 10,414,319.29 -48.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5,539,709.47 -14,204,304.88 -15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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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6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6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6% 2.31%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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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1,321,977.63 783,491,877.45 -9.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58,672,304.82 669,725,192.26 -1.6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7,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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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喆 境内自然人 38.00% 96,417,558 72,313,168   

马铮 境内自然人 23.97% 60,830,713 45,623,035   

珠海瑞信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5% 8,765,232 0   

萨仁高娃 境内自然人 0.47% 1,186,600 0   

吴群 境内自然人 0.33% 834,600 0   

朱漪 境内自然人 0.29% 733,850 0   

黄志林 境内自然人 0.28% 721,200 0   

赵江平 境内自然人 0.24% 600,000 0   

毕彦荣 境内自然人 0.22% 550,900 0   

陈振静 境内自然人 0.21% 530,92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喆女士持有珠海瑞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5.13%的股份，

为珠海瑞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 公司股东萨仁高娃通过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公司股票 1,186,600 股。 

2、 公司股东赵江平通过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票 600,000 股。 

3、 公司股东毕彦荣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000 股外，还通过兴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49,900 股，合计持有 550,900 股。 

4、 公司股东陈振静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18,519 股外，还通过上海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12,402 股，合计持有 530,921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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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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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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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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度，面对新冠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公司统一部署，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同时，根据发展战略及

年度经营计划扎实推进复工复产。全体员工在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的决策带领下，积极应对，充分调动资源，稳步开展各项

业务。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104.67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2.8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11.52万元，较

上年同期下降43.67%。 

1、产品营拓取得突破，为公司发展增添新动能 

    报告期内，公司深耕、精耕主营业务，公司的金融AI产品顺利中标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C3系统红外双目摄像头入

围项目，为公司巩固商务合作及新产品营拓奠定基础；公司积极拓展新产品，抢抓发展机遇，凭借领先的技术优势、贴合客

户场景及业务流程的解决方案，成功入围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智能保管柜总行选型采购项目，新产品的突破为公司发展增

添了新动能。 

    公司将持续加强研发投入，充分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物联网技术为金融行业客户提供专业解决方案和服务，进一步满足

用户需求，增强客户黏性，提升整体服务能力和水平，助力金融行业客户的科技转型和变革。 

2、完善公司治理，保障公司可持续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推进的绩效管理制度、薪酬管理制度已见成效，充分调动了员工的自主能动性，激发人才价值的发挥；

公司推行任职资格管理，建立员工专业技能发展通道，促进员工能力与岗位要求相匹配和高绩效团队的形成，实现员工个人

人力资本增值及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推进项目管理、计划管理，实现有序高效生产，精准供货保障；推进公司体系流程再优

化工程，提高流程透明度，提升数据共享及可度量可追溯；推进全面预算管理，严控期间费用，优化公司现金流，优化资金

配置，提升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持续推进子公司ERP项目建设，规范财务管理，提高运营效率；持续完善内控制

度和公司治理结构，重视信息披露、投资者关系等工作，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 

3、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积极拓展外延发展 

    公司聚焦行业发展形势，通过外延式发展方式，积极寻求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具有协同效应的项目。报告期内，公司

筹划以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卓沃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沃网络”）100%股权

并募集配套资金。卓沃网络是为金融机构提供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的专业供应商，其主营业务是向从事资产管理和资产托管

业务的金融机构提供数据中台及其延伸应用的整体IT解决方案和相关技术服务，在资产管理信息化行业内具有一定的市场地

位和核心竞争优势。 

    本次收购，旨在完善公司的金融行业信息化的整体服务能力，双方发挥协同效应，加强优势互补，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 

4、积极抗击疫情，有序复工复产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公司积极部署，全面管控风险，制定疫情防控预案，妥善、及时、有序地恢复生产经营。

公司持续关注疫情发展变化，主动加强与客户的沟通交流，充分了解客户需求，努力将疫情带来的经济影响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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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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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

“新收入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

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本集团将在2020年1月1日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新收入准则中衔接规定相关要求，公司不对比较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

新旧准则转换产生的累计影响，调整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执行上述新准则预计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

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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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1日，执行新收入准则时预收账款和合同负债调整如下： 

 

项目 

调整前账面金额 

2019年12月31日 

 

重分类 

调整后账面金额 

2020年1月1日 

负债：    

预收账款 3,473,216.25 -3,473,216.25  

合同负债  3,473,216.25 3,473,2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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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珠海汇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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