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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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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和原因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的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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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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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发生变更，仍为中汇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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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762,257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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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伟达 股票代码 300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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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源 郑祥云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32 号高斓大厦

1501 室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32 号高斓大厦

1501 室 

传真 010-57321000 010-57321000 

电话 010-57321010 010-57321010 

电子信箱 securities@git.com.cn securities@git.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成立于1998年，并于2015年5月，成功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二十多年来通过不断发展与创新，已成为国内

领先的金融信息技术服务提供商之一。公司所在的金融科技行业，是国家重点发展的产业，对金融安全和金融市场的稳定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2020年以来，虽然经历了新冠疫情的影响，但行业稳步发展的趋势并没有被打破。未来中国金融科技行业，

特别是银行科技领域，将保持稳定发展的行业趋势。公司作为国内重要的金融科技服务提供商之一，将继续深耕主业，未来

积极围绕金融科技发展的主线进行业务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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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营业务情况如下： 

一、主营业务情况 

从收入占比来看，公司现有主营业务为金融信息服务和移动营销服务业务。 

二、产品和业务用途 

金融信息服务是向以银行、保险、证券为主的金融企业客户提供软件开发及服务和系统集成及服务。具体可分为： 

首先，软件开发及服务是指针对客户的科技建设需求而提供的IT解决方案、软件外包服务和软件维护服务。主要包括以

下业务类型： 

1)IT解决方案 

公司按照客户需求提供软件开发以及升级、改造、配套服务，根据合同约定对阶段性开发成果或最终产品负责，成果交

付时需要按照合同约定工作任务进行验收，公司在所开发软件成果交付运行，并通过客户验收后按照合同约定金额确认收入。 

2)软件外包服务 

公司根据客户需求，按期提供技术人员完成开发及服务，无需对最终开发成果负责。根据合同，于约定的每个结算时点

与客户确认对应服务期间内提供的人员数量、出勤情况、考核评价，按合同约定的不同级别技术人员的人月单价以及双方确

认的工作量确认收入。 

3)软件运维服务 

公司根据客户需求，对本公司所开发的应用软件系统或客户指定的软件系统或其他IT运营系统提供运行维护服务，无需

对开发或服务成果负责。根据合同约定的服务方式提供现场或远程维护，按照约定的服务期间(月度、季度、半年度、年度)

对提供的服务确认收入。 

(2)系统集成及服务 

1)系统集成 

系统集成是指应客户需求，代客户采购数据中心、网络中心所需要的软硬件设备，并提供相应的集成服务，包括数据中

心集成设计、机房一体化建设、智能化综合布线、产品选型、软硬件详细配置、软硬件供货、软硬件安装调试、IT系统软硬

件改造升级、技术咨询等。按照合同约定，无法区分软硬件设备与相关服务价款，公司在相关货物发出及服务提供并经客户

验收合格后确认系统集成收入。 

2)系统集成服务 

主要为客户采购软硬件设备同时，需要提供的集成服务，且在合同履约义务中单独约定支付价格，通常包括按次提供的

服务，例如机器安装调试、综合布线等；和按期(如年度)提供的服务，如机器设备的运行维护等。 

其次，移动互联网营销亦称为移动大数据精准营销，就是以国际和国内移动互联网络为基础，利用数字化的信息和移动

互联网络媒体的交互性来实现营销目标的一种新型的市场营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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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1,893,658,496.29 1,758,318,368.99 7.70% 1,591,919,566.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71,247,584.07 133,741,533.27 -601.90% 104,546,602.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01,755,987.68 124,202,928.77 -665.01% 60,356,466.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2,360,648.49 170,769,531.27 36.07% 238,019,446.8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50 0.30 -600.00% 0.2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50 0.30 -600.00% 0.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3.82% 10.71% -84.53% 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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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1,939,276,129.09 2,408,869,603.59 -19.49% 2,388,498,304.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69,823,847.74 1,313,620,497.62 -56.62% 1,183,904,420.1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16,203,076.65 447,728,055.40 336,644,228.23 893,083,136.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89,460.95 32,362,130.58 11,034,118.47 -711,354,372.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132,519.44 29,111,373.67 7,726,960.33 -733,461,802.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0,174,175.30 185,034,907.02 -9,046,245.18 396,546,16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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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0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47,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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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鹰潭市鹰高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31% 104,149,776 0 质押 26,677,000 

银联科技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8.30% 37,101,580 0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社保基金四一九组合 
其他 1.79% 8,000,583 0   

易方达基金－中央汇金

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易方达基金－汇金资

管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68% 7,521,920 0   

北京睿韬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9% 4,427,265 0 质押 4,427,265 

刘佳玉 境内自然人 0.83% 3,700,000 0   

宁波镇海翔易融联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9% 2,208,300 0   

广州九逸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九逸量化 2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9% 1,743,000 0   

浙江兆信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兆信 12 号私募证
其他 0.33% 1,471,5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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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易方达中证人工

智能主题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7% 1,228,3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 10 名股东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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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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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公司顺应金融行业加大科技投入及国产化自主可控的需求，同时受益于分布式智能金融解决方案带来的行业机

会，积极开展相关业务。但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年初开工率不足。下半年随着疫情的缓解，公司经营逐步恢复正轨；2020

年，因受疫情和所在行业发展格局变化等因素影响，快读科技和坚果技术所在的移动营销行业，中小客户流失、大客户业务

调整、流量成本上涨，以及行业政策变化等因素共同作用，业绩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上海睿民因受疫情影响，部分业务开

展受限，并由于产品无法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趋势、管理层离职等原因，导致业绩出现下滑。综合各方面情况，本着审慎的

态度，公司对上述子公司所在的资产组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合计77,782.8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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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8.94亿元，同比增长7.7%；利润总额为-6.62亿元，同比下降557.74%；本报告期内，公

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7,124.76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601.90%。公司剔除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影响后的净利润

为11,658.25万元。 

一、金融信息服务行业经营状况 

报告期内，受疫情影响，年初业务开展受限，但金融信息化行业市场需求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发展趋势。 

2020年公司金融信息服务各业务板块经营发展情况如下： 

1、银行金融业 

2020年虽然受到疫情的影响，但部分关键领域的银行科技业务依然维持了稳定的发展态势。行业中自主可控成为行业发

展的新趋势，中大型银行的科技开发需求有所提升。但另一些领域，如银行支付端业务，以及部分中小银行的开发业务需求

增长乏力。进入2021年，公司主要核心大客户的业务需求呈现了较快增长的态势。随着传统客户业务需求的增长，以及新增

战略性大客户需求的提升，预计2021年本公司银行科技业务整体将会保持增长。公司将继续重点布局解决方案中核心系统业

务、信贷系统业务和平台管理系统类业务。积极拓展与战略大客户的业务合作关系，更快提升自身业务规模。 

 2、非银行金融业 

公司非银行金融业信息服务业务在2020年公司保持稳定。 

2021年公司将继续围绕供应链金融和汽车金融领域积极布局。虽然创新业务并不能在短期带来整体业务规模的快速增

长，但这些创新业务的发展对未来公司业务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2021年在供应链金融和汽车金融等领域，公司都有新的

业务规划。公司将继续在以上创新领域加强投入，完善业务和组织架构，以便在该领域取得更多的实质性突破。 

随着区块链、数字货币、AI等新技术新产品的不断应用，银行科技也面临深刻的技术变革所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公司

将利用自身较为全面的技术积累，积极投入到新技术对银行应用系统的变革趋势中去，开拓进取。 

二、移动营销行业经营状况 

2020年，在疫情缓解之后，行业虽有恢复，但行业上游的竞争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集中度进一步提升。目前，移动互

联网业务面临挑战，流量的聚合效应不断增强，成本提升较快。公司将继续围绕电商、在线阅读、自有平台业务和代理类业

务领域深耕布局，以便能够保持和恢复移动营销领域的业务规模。 

三、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具体情况 

报告期内，受疫情、移动营销行业发展趋势，及自身不利的业务发展现状等因素的影响，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睿民、坚

果技术、快读科技与公司原全资子公司尚河科技，所在的资产组出现经营业绩下滑。综合客观因素和未来业务发展趋势判断，

公司对以上子公司所在的资产组的商誉计提减值准备。在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之前，公司账面商誉合计为91,902.22万元。

2020年计提商誉减值准备77,782.84万元。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之后，商誉余额为14,119.38万元。每个资产组计提商誉减值

准备的具体情况如下： 

上海睿民因新冠疫情导致上半年开工率不足，收入确认被延缓。同时该公司产品结构和客户结构不适应新时期市场发展

的需求，管理团队的流失也给公司成长带来挑战。尽管2020年下半年上海睿民积极开拓市场，应对市场变化，但2020年整体

收入及利润实现情况不及预期，结合该子公司所在资产组未来业务发展预测，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及

相关会计政策规定，对该子公司所在资产组计提商誉减值准备15,555.33万元。 

坚果技术上半年受新冠疫情影响，海外移动互联网业务迟迟未能恢复，而国内客户进行营销宣传的意愿降低，削减广告

投放支出，也进一步打压了国内业务的发展。大型客户基于自身业务调整等原因，部分中断了原来的合作。上游行业集中度

在疫情之后迅速提升，优质流量聚合效应增强，导致公司业务成本上涨较快。公司虽积极拓展新客户和新业务，但新拓展业

务不足以弥补原有业务流失带来的损失。上述原因导致坚果技术2020年业绩未达到预期。公司对该子公司未来发展预期持谨

慎态度。基于该子公司2020年的行业现状以及对未来的预测，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及相关会计政策规

定，对该子公司所在资产组计提商誉减值准备23,354.42万元。 

快读科技与公司原全资子公司尚河科技，由于在2020年业务类型和目标市场趋于一致，管理逐渐整合统一，因此本年度

整体作为一个资产组进行商誉减值测试。该资产组的经营在2020年受到了疫情的影响，业务开展不利。其所在行业的客户付

费意愿降低，传统的中小广告主资源出现一定流失。与此同时，疫情之后，行业竞争格局发生较大变化。移动端的流量资源

的集中度进一步提升，流量成本上升，导致经营成本上升较快。部分大客户业务发生调整，中止或降低了与公司的业务合作，

限制了业务未来的发展。这些原因使得报告期该资产组的业绩下滑，也使得公司下调了其未来发展的预期。基于谨慎考虑，

以及对该子公司所在资产组未来发展的预测，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及相关会计政策规定，本年度计提

该资产组商誉减值准备38,873.09万元。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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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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开发及服务 613,915,115.93 389,724,054.51 36.52% -6.92% -10.67% 2.66% 

系统集成及服务 956,327,315.23 883,526,150.98 7.61% 23.26% 22.88%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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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对收购标的资产组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导致当期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报告期内，

受疫情、行业发展的客观变化、管理层变动等因素的影响，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睿民、坚果技术、快读科技与原全资子公司

尚河科技，所在的资产组出现经营业绩下滑。综合客观因素和对未来业务发展趋势的判断，公司对以上子公司所在的资产组

的商誉计提减值准备。在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之前，公司账面商誉合计为91,902.22万元。2020年合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77,782.84万元，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之后，商誉余额为14,119.38万元。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对公司当期业绩造成重大影响，

本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67,124.76万元，剔除商誉减值准备影响后，公司实现净利润为11,658.25万元。 

6、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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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7年7月，财政部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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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述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和要求，公司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并按照上述文件规定的日期执行新的会

计准则。 

2、截至2020年12月31日，报告期无其他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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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以直接设立或投资等方式增加的子公司 

(1)2020年6月，子公司坚果技术出资设立霍尔果斯坚果创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霍尔果斯坚果）。霍尔果斯坚

果于2020年6月16日完成工商设立登记，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0万元，全部由子公司坚果技术出资，拥有对其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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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自霍尔果斯坚果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截止2020年12月31日，子公司坚果技术尚未实际出资。 

(2)2020年7月，子公司快读科技公出资设立成都市约莫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约莫科技)。约莫科技于2020年7月22日完

成工商设立登记，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万元，全部由子公司快读科技出资，拥有对其的控制权，故自约莫科技成立之日

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截止2020年12月31日，子公司快读科技尚未实际出资。 

2、因其他原因减少子公司的情况 

(1)2020年3月30日，喀什完美时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公司解散。喀什完美时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已于2020年

6月16日办妥注销手续。故自该公司注销时起，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2)2020年3月30日，喀什尚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公司解散。喀什尚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已于2020年7月24日

办妥注销手续。故自该公司注销时起，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3)2020年9月1日，霍尔果斯魔力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公司解散。霍尔果斯魔力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已于2020

年10月30日办妥注销手续。故自该公司注销时起，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4)2020年11月18日，公司批准北京伟达金科科技有限公司解散。北京伟达金科科技有限公司已于2020年12月17日办妥

注销手续。故自该公司注销时起，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5)2020年11月18日，公司批准北京蚂达软件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解散。北京蚂达软件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已于2020

年12月21日办妥注销手续。故自该公司注销时起，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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