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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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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2021 年 03 月 31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0 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2,480,093.13 元；2020 年末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人民
币-2,188,206,762.22 元。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公
司拟定 2020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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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是国内领先的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提供商，基于多年在证券和互联网领域取得的资源和
技术积累，充分发挥大平台和大数据优势，打造了集资讯、服务、交易为一体的一站式、智能化
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平台，向广大投资者提供各类基于互联网平台应用的金融信息产品和服务。
公司的主要业务聚焦在证券信息服务平台、大数据及数据工程服务和境外业务三大板块。证
券信息服务平台是以软件终端为载体，以移动 APP、PC 版软件、云服务、互动直播以及 TV 终端等
方式向广大投资者提供及时、专业的证券信息和数据服务的综合性互联网平台。全资子公司财汇
科技致力于建立中国及海内外最专业、最精准、最全面的金融数据中心，向银行、保险公司、基

金公司、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及高等院校提供金融数据以及数据管理、数据监控、数
据挖掘等服务。公司在中国香港、新加坡和日本东京收购了当地的金融信息服务商，通过本土化
的团队运作和集团化的规范管理，有效打通了国际国内通道，进行了前瞻性的国际板块布局。
(二)公司经营模式
1、证券信息服务平台
证券信息服务平台的产品形态包括金融资讯及数据 PC 终端服务系统、金融资讯及数据移动终
端服务系统、证券公司综合服务系统和直播平台等。
（1）金融资讯及数据 PC 终端服务系统的 2C 产品包括：“大智慧 365”、“大智慧专业版”、
“大智慧财富版”、“大智慧策略投资终端”以及“大智慧港股通专业版”。公司以软件终端为
载体，以互联网为平台，向投资者提供及时、专业的金融数据、金融资讯以及分析工具。公司在
采集各大交易所的行情数据和金融资讯的基础上，对数据和资讯进行分类整理和深入挖掘，根据
投资者的实际需要开发出数据分析和函数运算等衍生功能，设计出直观、实用而又符合投资者使
用习惯的软件界面和信息工具，并最终将上述内容整合到相应的 PC 终端软件中，提供给用户使用。
（2）金融资讯及数据移动终端服务系统的 2C 产品为大智慧 APP，该 APP 是业内领先的一站
式证券信息服务平台，全方位覆盖全球金融市场信息，包括 A 股、港股、美股、基金、期货、外
汇、债券等行情和数据。
（3）证券公司综合服务系统主要是向境内证券公司提供标准化和定制化的集行情、资讯和前
端委托交易为一体的证券信息服务系统，其最终用户是证券公司的 C 端客户。
（4）直播平台是公司于 2016 年搭建，初期为 2C 直播平台。自 2018 年起，公司将直播平台
的技术和服务输出，用云服务方式帮助银行、券商和基金等金融机构以最低成本搭建自己的直播
平台，建立了 2B 直播服务体系。
2、大数据及数据工程服务
大数据及数据工程服务是在采集各大交易所和其他数据源的行情数据、金融资讯和企业数据
的基础上，对数据和资讯进行分类整理和深入挖掘，向金融机构提供标准化大数据产品或定制化
数据服务。除免费的 APP 外，主要产品形态为 2B 的金融资讯及数据 PC 终端服务系统。
（1）数据库产品
公司拥有海量金融数据及企业数据资源，并在此基础上开发了特色风险数据库产品。全部数
据库采用先进的数据库设计技术，其内容准确、全面、及时，库结构标准、易扩展，支持数据接
口、落地数据库等多种业务系统对接模式，在投资决策、市场研究、风险控制、证券估值和金融
工程等各项业务领域提供全面优质的数据支持。
（2）数据应用产品
公司针对机构客户的实际业务需求，开发了多款数据应用系统产品。金融大数据终端为客户提
供全球主要交易所的证券与指数行情、各金融品种及企业数据；证券风险预警系统集信息预警、
数据管理于一身，为客户实时监控上市公司、基金公司、发债主体的舆情信息、财务信息、评级
信息、重大事件等信息；慧眼大数据风险监测系统，以企业为核心进行全景风控和精准风险预警，
是公司风险监控的核心产品；企业预警通 APP 是一款专业化、智能化、高效率的移动端查询工具，
可穿透识别企业间的关联与风险，进行企业风险监控和证券深度资料查询。
（3）数据解决方案
公司以多年金融数据资源和技术积累为基础，通过深入了解客户的实际业务流程目标，运用
自身完善的数据处理技术和丰富的应用开发经验，为机构客户提供个性化的产品及项目解决方案，
包括数据中心建设项目、互联网产品方案及金融数据网站开发等。
3、境外业务
公司境外金融信息服务已辐射至东亚及东南亚多个国家。境外业务涵盖金融终端与数据、交
易及结算系统、广告投放及市场活动推广等领域，主要产品形态为港股服务系统和证券公司综合
服务系统。
香港阿斯达克网络是当地最大财经资讯服务商，阿斯达克网络通过网站及移动 APP 为投资者
提供即时及全面可靠的金融资讯服务、金融数据、移动应用程序等全方位解决方案，内容涵盖港
股、A 股、美股、外汇及基金等。
大智慧国际是新加坡本土最大的柜台交易服务商和财经资讯提供商，为银行和证券公司提供
定制化交易系统（包括前端委托交易系统和后台撮合处理系统），以及定制化金融信息终端。

DZH Financial Research 是日本重要的财经资讯服务商,通过专用终端和报告书的形式为日
本证券公司及其客户提供高质量的投资信息。
（三）行业情况说明
1、国家政策大力支持，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金融信息服务行业迎来高速发展的机遇。
我国政府十分重视互联网和金融行业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有助于金融信息服务行业发展的政
策措施。国家 2015 年以来先后颁发了《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十三五”
国家科技创新规划》
、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电子信息产业振兴和
调整规划》、《中国金融业信息技术“十三五”发展规划》、《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
（2019-2021）
》等一系列政策法规，为互联网技术和金融服务的融合提供了指导意见，为金融信
息服务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2020 年以来，资本市场改革，新《证券法》实施、再融资
规则修改、创业板注册制改革、科创板制度创新、退市新规发布等，标志着资本市场基础制度不
断完善，市场法治环境持续改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助力上市公司抗击疫情、恢
复生产，整个证券市场走在高质量发展的运行轨道上，资本市场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金融信息
服务行业迎来高速发展的机遇。
2、移动互联网普及率不断提升，投资者数量稳定增长，为金融信息服务行业发展奠定坚实
的用户基础。
我国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率仍在提升，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 47 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0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为 9.89 亿，互联网普
及率达 70.4%；我国手机网民规模为 9.86 亿，使用手机上网的网民占比为 99.7%。根据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统计月报，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投资者总数已达 17,777.49 万人，同比
增长 11.28%。移动互联网用户和投资者的稳定增长，有效保障了金融信息服务行业的成长空间，
有利于金融信息服务行业的持续发展。
3、信息技术不断开拓创新，为打造全方位金融信息服务生态系统提供了有利的技术支持。
近年来，在网络强国战略思想下，计算机网络核心技术日趋成熟，5G、人工智能、大数据、
云计算、区块链等新兴技术不断突破，为金融信息服务行业带来了全新的技术升级条件。5G 商用
环境持续完善，提升了移动网络速度和数据处理效率；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夯实基础支撑，机
器人、语言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和专家系统的应用拓宽了服务的深度和广度。新技术不断的发展
和应用，提升金融信息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可以满足投资者对金融信息服务的全面性、个性化、
专业化的需求，实现以客户为中心，打造全方位金融信息服务生态系统。2020 年新冠疫情爆发，
已有的部分社会经济行为模式被改变，线上服务业迎来了快速发展机会，众多金融机构也紧紧抓
住这一发展变革关键时点，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方式，发展线上非接触式金融服务，加速推
进科技金融的发展。
4、金融信息服务行业竞争日趋激烈，机遇与挑战共存，信心与希望同在。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引导金融信息服
务行业健康、稳定发展。业内企业须加强对业务监管规则的学习、理解和执行，提升企业综合竞
争实力，以便更好地为金融机构和广大个人投资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随着金融信息服务行业发展日趋迅速，行业规模扩大，各类产品和服务不断丰富，行业内各
企业的竞争趋于白热化。头部企业优势比较明显，无论是市场份额、业务产品线、还是财务状况
都比较强，在各方面的投入上也比较大，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具有一定发展优势。新型公司发展较
快，其产品很有特色和针对性，客户结构比较年轻，具有较强的发展后劲。金融机构和传统媒体
加快布局，纷纷加大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线上服务等方面的投入，多家金融机构成立了自己的
金融科技公司，在为自身业务服务的同时，也开始对外提供服务，传统媒体也逐步加快这方面的
业务布局。这些机构将对行业竞争格局带来冲击，业内企业须发挥已有优势，不断创新，引领行
业不断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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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2020年

2019年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年比上年
2018年

总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75,521,413.84
707,762,419.19
72,480,093.13

2,050,809,340.47
683,339,179.47
5,964,208.48

增减(%)
-3.67
3.57
1,115.25

63,930,229.90

52,792,164.24

21.10

-6,046,084.28

1,516,853,797.43
-21,972,395.90
0.036
0.036
4.90

1,468,282,595.94
505,310,819.34
0.003
0.003
0.41

3.31
-104.35
1,100.00
1,100.00
增加4.49个百分点

1,441,688,119.35
-378,012,304.39
0.054
0.054
7.67

2,031,381,580.48
593,638,132.46
108,313,396.16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第一季度
（1-3 月份）
104,676,769.70
-38,752,484.05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4-6 月份）
（7-9 月份）
（10-12 月份）
160,437,951.66 188,440,846.35 254,206,851.48
16,306,138.84 38,001,984.25
56,924,454.09

-41,399,904.06

17,074,543.64

34,702,312.20

53,553,278.12

-171,530,267.26

22,759,178.97

22,550,749.08

104,247,943.31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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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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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65,33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65,83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张长虹

0

704,792,657

35.46

0

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39,747,500

308,560,400

15.52

张婷

0

85,025,402

张志宏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冯文渊

股东名称
（全称）

质押或冻结情况
数量

股东
性质

质押

70,000,000

境内自然人

0

质押

300,246,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28

0

无

境内自然人

51,238,600

2.58

0

无

境内自然人

10,572,222

10,572,222

0.53

0

无

其他

7,311,000

7,311,000

0.37

0

无

境内自然人

股份
状态

张继松

4,507,600

4,507,600

0.23

0

无

境内自然人

程峰

4,346,100

4,346,100

0.22

0

无

境内自然人

倪国强

3,782,669

3,782,669

0.19

0

无

境内自然人

顾雅婷

3,511,100

3,511,100

0.18

0

无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控股股东张长虹先生与
公司第三大股东张婷女士系兄妹关系；与公司第四大股东张志宏先生
系兄弟关系。除上述情况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者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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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0,776.24 万元，同比增长 3.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 7,248.01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6,393.02 万元，公司整体经营情况逐步
向好。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于 2020 年 04 月 22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于 2017 年修订发布了《企
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
（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并要求境内上市的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根据上述会计准则修订，公司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了如下调整：
1、将现行收入合同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本公司对所有与客户之间的合同产生的收
入改为采用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
2、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本公司在履行了合同中的
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控制权时确认收入。
3、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更明确的指引。合同中包含两项或多项履约
义务的，本公司在合同开始日，按照各单项履约义务所承诺商品或服务的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
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计量收入。
4、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本公司根据履行履约义
务与客户付款之间的关系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合同资产或合同负债或应收账款。
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首次执行本准则的企业，
应当根据首次执行本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
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本次新准则的执行不影响公司 2019 年度相关财务指标。
该准则的实施预计不会导致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不会对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上海大智慧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大智慧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大智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大智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名称
上海天蓝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油宝宝（北京）化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前海博盈石油化工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大智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阿斯达克网络信息有限公司
阿斯达克有限公司
上海大智慧财汇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DZH Financial Research, Inc.
DZH NEXTVIEW PTE LTD
DZH International Sdn. Bhd
DZH (Thailand) Co., Ltd
DZH Nextview (Vietnam) Co., Ltd
Dzh International Pte.Ltd
Solutions Lab (Malaysia) Sdn Bhd
北京慧远保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大智慧申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视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慧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大智慧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视吧（上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大智慧财速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六、合并范围的变更” 和 “七、在其他
主体中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