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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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赵剑 因公务无法出席 杜宣 

 

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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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拟为：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注册会计师审计，公

司 2020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35,565.04 万元，截止本年度末，母公司未分配利润 41,872.90

万元。公司以当前总股本 941,517,905 股为基数，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派发现金股利 0.76 元（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7,155.54 万元。本次利润分配不送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以上预案仍需提交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金证股份 600446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殷明 陈志生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五道金证科

技大楼（8-9楼）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五道金证科

技大楼（8-9楼） 

电话 0755-86393989 0755-86393989 

电子信箱 yinming1@szkingdom.com chenzhisheng@szkingdom.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主要业务：公司是金融科技领域全服务商，为证券、基金、银行、期货、保险、信托、交易



所、监管机构等行业客户提供全产品线解决方案。同时公司也与政府机关、互联网大厂合作开展

包括智慧城市在内的各项数字经济业务。公司总部位于中国深圳，在北京、上海、南京、成都、

杭州等主要城市设有分、子公司。 

2020 年，公司在新一届领导班子的组织带领下制定了《未来五年规划纲要（2021-2025）》，

未来主业将聚焦在“金融科技+数字经济”两大赛道，业务分为证券板块、资管板块、银行板块、

数字经济和大创新五大业务板块。 

 

图（1） 公司战略：金融科技+数字经济双循环 

 

图（2） 金证股份金融科技架构 

 

 

经营模式：公司通过主动投标、参与竞价，客户询价、公司报价的方式获取业务，将业务类

型划分为软件业务、系统集成业务、IT 设备销售业务，并向客户提供运营、数据、咨询及个性化

定制服务。 

 

行业情况说明： 



（1）公司所在行业的发展、运行情况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产业，其发展水

平的提升对于金融信息化建设、国家信息安全保障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公司作为金

融软件服务商，市场和业务主要受到中国金融行业的发展影响。 

近年来，国内金融行业政策变革不断，包括《关于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有关举措》

的发布、《新证券法》实施、创业板注册制推行等，多项改革制度推动中国金融市场稳中向好持续

发展，为公司金融业务带来更为广阔的空间。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数据统计，2020 年证券公司全

年实现营业收入 4,484.79 亿元，较 2019 年同比增长 24.41%，实现净利润 1,575.34 亿元，较 2019

年同比增长 27.98%；2018-2020 年度，中国证券公司的 IT 技术总投入分别为 128.00 亿元、153.11

亿元和 179.41 亿元，年均增长率为 18.40%。持续加大信息技术领域投入已成为金融行业共识。 

大资管行业保持高速发展，行业风口持续向主动管理方向转变，管理规模快速增长，量化交

易、期权衍生品等投资品种越来越复杂，对于金融机构的科技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 

非金融行业的数字经济领域，传统产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全球数字经济

规模持续扩大。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发展进程报告(2019 年)》显示，2019

年我国数字经济保持快速增长，质量效益明显提升，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 35.8 万亿元，占国

内生产总值(GDP)比重达到 36.2%，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为 67.7%。 

（2）监管日益完善 

金融科技已经成为券商的核心竞争力之一，监管层更是在不断推动券商提高对信息技术的重

视，加强防范金融行业风险的意识。2020 年 7 月，证监会正式发布《关于修改<证券公司分类监

管规定>的决定》，将“证券公司新业务市场竞争力或者信息系统建设”指标改为“信息技术投入

金额”指标，位于行业平均数以上，且投入金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位于行业前 5 名、前 10 名、前

20 名的，分别加 2 分、1 分、0.5 分。新的指标划分，鼓励券商增加信息技术投入。 

（3）行业科技进步 

国家对于信创产业的要求在不断提升，行业快速升级换代已在进行当中。在科技赋能金融成

为行业共识的情况下，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前沿技术在金融场景的应用，已经

逐步落地且持续渗透。2020 年，证监会发布《证券公司租用第三方网络平台开展证券业务活动管

理规定（试行）》征求意见稿，中登公司发布《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账户非现场开

户实施细则》修订稿，相关政策对云业务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4）行业竞争格局 



行业竞争者主要包括成熟的金融科技公司，潜在竞争者包括金融机构成立的科技子公司、互

联网科技企业以及资本市场全面开放带来的境外供应商。 

面对新的竞争格局，公司应对策略：重塑技术领先优势，以高质量产品和高效率研发，保证

高客户满意度；快速响应客户需求和市场变化，共同探索发展趋势，引领行业变革，保持创新；

在做大做强公司金融科技主业的基础上，积极发展数字科技领域的重要战略补充板块，实现差异

化竞争优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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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5,132,712,359.32 4,509,889,851.71 13.81 3,842,701,535.60 

营业收入 5,643,216,679.56 4,875,289,990.23 15.75 4,890,612,543.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5,650,415.99 239,398,248.71 48.56 -116,361,503.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2,805,175.80 95,808,821.25 59.49 -243,846,276.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87,469,143.60 1,923,378,063.30 18.93 1,626,265,442.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0,858,427.41 49,952,123.04 362.16 319,351,852.4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158 0.2806 48.18 -0.136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147 0.2794 48.43 -0.13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34 13.52 
增加3.82个

百分点 
-6.62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724,723,466.31 1,344,848,008.45 1,530,733,810.68 2,042,911,394.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85,210,696.55 277,248,882.68 46,368,210.26 117,244,019.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86,813,838.05 77,626,787.24 36,763,901.70 125,228,324.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7,544,985.02 -396,365,159.27 147,154,601.45 527,613,970.25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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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66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9,74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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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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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李结义 -2,538,695 84,066,270 9.77 0 质押 23,500,000 境内自然人 

杜宣 0 78,134,233 9.0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赵剑 -9,245,800 76,843,638 8.93 0 质押 40,440,000 境内自然人 

徐岷波 -250,000 76,776,471 8.92 0 质押 37,000,000 境内自然人 

深圳前海联礼阳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3,500 43,018,490 4.99 0 无 0 其他 

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玄元科新 119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9,245,800 9,245,800 1.07 0 无 0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798,611 8,799,171 1.02 0 无 0 其他 

上海纯达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纯达可转债五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5,990,813 5,990,813 0.7 0 无 0 其他 

四川电子科技大学教育

发展基金会 
0 3,979,487 0.46 0 无 0 其他 

黄崇付 3,321,500 3,321,500 0.3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玄元科新 119 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与赵剑先生为一致行动人（注）。 

2、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注：赵剑先生于 2020 年 12 月期间，将其持有的 924.58 万股公司无限售流通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转让给

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玄元科新 119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该次权益变动后，赵剑先生直接持有公司无限

售流通股数量合计 76,843,638 股，通过私募基金间接控制公司无限售流通股数量合计 9,245,800 股。赵剑先生所

控制上市公司股份比例未发生变化，仍为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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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

余额 

利

率 

还本付

息方式 

交易场

所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面向合格投资者）

（第一期） 

17 金证 01 143367.SH 2017/11/13 2022/11/13 21,500 5.39 

每年付

息 一

次，到

期一次

性还本 

上海证

券交易

所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面向合格投资者） 

19 金证债 155554.SH 2019/7/25 2024/7/26 30,000 4.85 

每年付

息 一

次，到

期一次

性还本 

上海证

券交易

所 

 

5.2 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已于 2020 年 11 月 13 日按期足额支付公司债券“17 金证 01”存续期内第三年的利息；

于 2020 年 7 月 27 日按期足额支付公司债券“19 金证债”存续期内第一年的利息。 

 

5.3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经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证鹏元”）2020 年 6 月 18 日出具的《深

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面向合格投资者）（第一期）、2019 年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面向合格投资者）2020 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维持

为 AA，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在债券存续期内，中证鹏元每年进行一次定期跟踪评级，跟踪评级报告将于每个会计年度结

束之日起 6 个月内披露，并在债券存续期根据有关情况进行不定期跟踪评级。本年度跟踪评级报

告将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于中证鹏元网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布，敬请投资者关注。 

 

5.4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2020 年 2019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52.12 53.47 -1.35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45 0.31 45.16 

利息保障倍数 5.68 6.50 -12.62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公司 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564,321.67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15.7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5,565.04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280.5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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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具体影响见本报告第十一节财务报告十一、44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 2017 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根据新

收入准则的衔接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计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期期初（2020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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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执行新收入准则时，本公司仅对首次执行日尚未执行完成的合同的累计影响数进行调整；

对于最早可比期间期初之前或 2020 年年初之前发生的合同变更未进行追溯调整，而是根据合同变

更的最终安排，识别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确定交易价格以及在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

的履约义务之间分摊交易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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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共 29 户，具体包括： 

子公司名称 
子/孙公司类

型 
级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深圳市齐普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 100 

上海金证高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 100 

北京北方金证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 100 

成都市金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 100 

成都金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 100 

深圳市金证博泽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 100 

南京金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 100 

金证财富南京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 56.01 56.01 

深圳市金微蓝技术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 47.25 47.25 

北京联龙博通电子商务技术有限

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 100 

人谷科技（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 90 90 

深圳奔球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 100 

陕西金证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 52 52 

深圳金证引擎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孙公司 二级 53 53 

深圳市睿服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 60 60 

深圳市金证投资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 100 

金证技术（香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 100 

深圳市齐普生数字系统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 二级 100 100 

北京市齐普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 二级 100 100 

齐普生信息科技南京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 二级 100 100 

金证联龙（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 二级 100 100 

深圳智泽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 二级 100 100 

深圳市知领互联信息有限公司 控股孙公司 二级 30.6 51 

深圳金证奇云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控股孙公司 二级 31.80 60 

深圳金证通科技有限公司（原名： 全资孙公司 二级 100 100 



子公司名称 
子/孙公司类

型 
级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深圳金证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万博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孙公司 二级 56.01 56.01 

杭州金证引擎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 53 53 

河北金证引擎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53 53 

深圳万韬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 100 

子公司的持股比例不同于表决权比例的原因、以及持有半数或以下表决权但仍控制被投资单

位的依据说明详见“附注十一、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1、在子公司中权益”。 

本期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增加 2 户，减少 1 户，其中： 

1）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权的

经营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河北金证引擎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深圳万韬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合并 

2）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委托经营或出租等方式丧失控制权

的经营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珠海金智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及增资丧失控制权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