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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安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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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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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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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变更为大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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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00975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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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硕信息 股票代码 300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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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和忠 梁明俊 

办公地址 上海市杨浦区国泰路 11 号 2308 室 上海市杨浦区国泰路 11 号 2308 室 

传真 021-35885810 021-35885810 

电话 021-5513 7223 021-5513 7223 

电子信箱 ir@amarsoft.com ir@amarsoft.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营业务及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业务仍然是向以银行为主的客户提供信贷风险业务管理咨询、软件开发与服务，产品线主要是银行

信贷管理系统、银行风险管理系统、商业智能与数据仓库、非银行金融机构及其他系统。另外在监管报送领域、融资租赁领

域、非银行资产管理领域等，探索和形成了一系列解决方案，提供咨询和开发服务。其他业务方面，公司企业征信服务及数

据服务已经有一些销售收入，且业务量是增长趋势。 

公司通过招投标或协议销售方式获取项目。公司服务模式分为三种，一是根据客户需求在公司产品原型基础上定制化开

发项目，二是按照人月计价模式提供开发服务，三是销售标准化产品。  

公司主要产品介绍如下：信贷管理系统是公司的核心产品，由众多独立应用产品组成，以数据完备性为基础、以流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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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及信贷风险防范为主线，经过十多年的技术积累沉淀和更新换代，已经成长为一套成熟、先进的金融管理系统，为公司带

来稳定的业绩收入。风险管理系统借鉴国内外先进银行在风险管理领域的成熟经验，融合多种风控手段，为客户及时识别、

分析各类风险因素，在信用关系复杂的经济环境下帮助客户有效规避各种潜在风险。数据仓库和商业智能系统是公司利用自

身多年来在IT架构、业务环境和数据环境中积累的丰富经验，为各金融机构提供的多层面数据分析服务，主要包括基础平台

建设、报表系统、客户分析系统和绩效管理系统，满足金融机构各类数据上报、反馈、校验、查询等多样化需求。  

二、行业分析  

公司所处细分行业属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下的“金融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2019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印发《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明确提出未来三年金融科技工作

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是中国金融

科技领域第一份科学全面的规划，也是央行针对金融科技领域的第一份顶层设计,该规划的出台表明对金融科技行业的价值

认可，强化了金融科技行业的发展信心，为金融科技的中长期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具有重要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面对监管延续、对外开放进程提速等新形势，中国银行业在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调整体系结构的同时，对金融

科技的重视程度越来越加强，数字化转型的速度在加快，各大银行加速推动数字化转型的步伐，金融科技普遍受到更多的重

视，纷纷加大了在金融科技上的投入，金融科技已成为促进金融业全面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公司立足自主研发和技术创

新，专注信贷风险管理领域，相关的技术解决方案已被客户广泛采用，在行业内有一定的口碑和影响力。  

截止2020年底，公司已经与3家大型国有银行（共6家），11家股份制银行（共12家），100家城市商业银行（共134家），

13家资产规模2000亿以上农村商业银行（共17家），14家民营银行（共19家），9家外资银行，以及7家省级农村信用社联合

社等银行金融机构展开合作。另外公司服务了大量的村镇银行、农村金融机构、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证券公司、消费金融

公司、供应链金融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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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0,948,843.66 646,796,515.26 2.19% 547,136,456.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223,443.51 31,086,582.21 96.94% 29,216,884.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3,559,588.46 48,360,388.59 10.75% 26,533,329.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4,615,006.63 43,409,937.37 71.88% 37,932,503.5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455 0.2262 96.95% 0.21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450 0.2262 96.73% 0.21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62% 7.08% 6.54% 7.00%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864,925,553.29 644,344,893.72 34.23% 660,750,396.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78,261,621.72 448,004,941.09 6.75% 430,407,62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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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317,370.48 119,348,350.46 191,132,648.00 273,150,474.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09,114.90 4,569,381.36 16,120,035.38 39,624,911.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88,224.11 -421,260.67 13,991,732.34 39,100,892.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452,911.78 -53,000,011.82 -4,248,181.70 181,316,11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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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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51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7,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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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安硕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61% 43,164,542 0 质押 12,000,000 

高勇 境内自然人 7.19% 10,132,650 7,599,487   

高鸣 境内自然人 6.85% 9,654,476 0   

翟涛 境内自然人 3.01% 4,238,882 3,179,161   

祝若川 境内自然人 1.72% 2,425,274 0   

侯小东 境内自然人 1.66% 2,345,378 1,796,533   

李春云 境内自然人 0.70% 992,500 0   

杨俊武 境内自然人 0.57% 800,000 0   

顾振国 境内自然人 0.42% 587,321 0   

魏治毅 境内自然人 0.33% 464,338 368,25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高鸣为高勇的胞兄；高鸣、高勇为兄弟关系，高鸣、高勇、翟涛、祝若川、侯小东均为上海

安硕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且担任其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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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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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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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不利影响，公司全体员工凝心聚力，共克时艰。在董事会的指导下和监事会的监督下，

公司各部门迅速反应，全面落实各地疫情防控要求，并通过项目组人员安排调整、开通远程办公等方式稳步推进复工复产，

最大程度降低了疫情对公司生产经营的消极影响，同时也享受了疫情期间社保减免及缓缴优惠政策，最终实现报告期公司经

营成果稳健增长。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其相关规定，公司开始执行新收入准则，2020年度经营成果数据按照新收入准则核算，对比数

2019年度经营成果数据按照原收入准则核算，对年度间财务数据对比分析产生一定影响。 

（一）经营成果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122.34万元，较上年度增长96.9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355.96万元，较上年度增长10.75%；实现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7,461.50万元,较上年度增长71.88%。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6,094.88万元，较上年度增长2.19%；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73,196.19万元，较上年度增长10.77%。

公司在境外市场有所突破，在香港地区与两家客户签订销售合同提供信贷风险管理系统的产品和技术开发服务。 

（二）人力资源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通过院校、网络等形式多渠道开展招聘，吸引优秀人才加入。截至2020年年末，公司（含控股子公

司）在职人员3233人，较2019年末2725人增长18.64%；其中研发人员619人，较2019年年末507人增长22.09%。人数随着业

务规模的增长同向增多。2020年公司经营管理重要任务之一是人力资源管理，明确科学管理人力资源是公司各级管理者的首

要工作之一，希望通过人力资源管理，持续吸引、培养、激励业务发展所需人才，搭建一支结构合理、富有活力、德才兼备

的人才队伍，优化人才结构和知识结构，确保人力资源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 

（三）持续研发投入 

由于信息化行业知识结构更新快，新技术层出不穷，加上银行金融客户的个性化定制需求品较多，对公司的研发创新能

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司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高度重视自主研发能力的提升，积极推进公司信息化水平与行业最新

技术水平接轨。2020年度公司累计研发投入共11,068.71万元，较2019年度10,244.90万元增长8.04%，报告期内公司共申请软

件著作权数十项。目前，公司已将最新的研发成果与软件产品，不断推广到具体项目中去，实现了科研成果转化，持续放大

技术创新的产业化效应，保持和提升公司产品核心竞争力，改善项目交付质量和交付效率。公司研发投入均已直接费用化处

理，计入当期利润表。 

（四）股权激励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向激励对象授予权益总计690万股。其中，第一类限制性股票361万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329万股。第一类限

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10.60元/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19.08元/股。2020年11月11日，公司完成了向448名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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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授予第一类限制性股票356.975万股的登记手续，本次授予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为2020年11月16日。公司报告

期累计摊销股权激励费用887.64万元。 

（五）其他 

公司近年来开展的一些其他业务整体发展良好，部分实现盈利，部分实现预期增长。如：金融监管、金融信息服务、非

银行资产管理条线的业务2020年度实现盈利或持续盈利；企业征信和数据服务业务实现良好增长，客户数量和销售金额持续

增加，但现阶段占收入比例尚不高。其他业务整体效益对公司经营成果已经有整体正向贡献。公司加强对主营业务、新业务

和其他业务的科学管理，确保公司整体平稳健康持续发展。 

综上，公司将继续围绕主营业务方向，紧抓信息安全和产品及项目质量，加强营销管理、研发管理和项目管理，努力扩

大业务规模，注重海外市场的开拓，支持企业征信及大数据等其他业务成长和发展，希望在2021年进一步提升盈利能力，争

取实现更高的财务经营效益。同时继续重点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合理考核和激励人才，优化组织架构，保持并提升公司人才

长期竞争力。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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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贷管理类系统 505,795,036.43 192,768,901.64 38.11% 0.21% 8.85% 3.02% 

风险管理类系统 33,746,313.59 16,481,824.42 48.84% 13.63% 42.19% 9.81% 

非银行金融机构

及其他系统 
71,727,408.75 38,798,315.66 54.09% 14.74% 38.12% 9.16% 

数据仓库和商业

智能类系统及服

务 

49,680,084.89 20,441,537.96 41.15% -0.34% -15.73% -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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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业务年度口径汇总的主营业务数据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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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122.34万元，较上年度增长96.94%。报告期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度减少2,468.81万元，上年度

非经常性损益营业外支出2,529.19万元（主要是诉讼赔偿支出）金额较大。报告期公司克服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不利影响，

同时也享受了疫情期间社保减免及缓缴优惠政策，最终实现报告期公司经营成果稳健增长。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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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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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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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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作为境内上市企业，于

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

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

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祥见公司于2020年4月24日披露

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039） 

1.会计政策变更及依据 

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本公司于2020年1月1日

起执行新收入准则以及通知，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新收入准则取代了财政部于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15号—建造合同》(统称“原

收入准则”)。在原收入准则下，本公司以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新收入准则引入了收入确认计量的“五

步法”，并针对特定交易或事项提供了更多的指引，在新收入准则下，本公司以控制权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

具体收入确认和计量的会计政策详见本报告“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五、39”。 

本公司对收入来源及客户合约流程进行复核以评估新收入准则对财务报表的影响。本公司的收入主要为客户定制软件开

发而取得的收入，该类业务以任务为导向，公司需对开发结果负责，开发成果需在客户验收时控制权转移至客户，无法满足

在某一时段时确认收入的条件，因此公司将定制软件开发业务收入确认政策由原来的通过测试时点开始按照完工百分比法确

认收入，变更为客户验收完成时点确认收入。 

依据新收入准则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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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本

公司依据新收入准则对与收入相关的信息披露要求提供更多披露，例如重要合同或业务与履约义务相关的信息和与分摊至剩

余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相关的信息，包括履约义务通常的履行时间、重要的支付条款、公司承诺转让的商品的性质（包括说

明公司是否作为代理人）、公司承担的预期将退还给客户的款项等类似义务、质量保证的类型及相关义务等。 

本公司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计影响数，调整2020年1月1日的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

息不予调整，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计影响数进行调整。 

2.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本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1月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各项目的影响汇总如下： 

                                                                                                                                                                  

单位（元）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会计政策变更前2019年12月31

日余额 

新收入准则影响 会计政策变更后2020年1月1日

余额 

资产：    

应收账款  85,502,821.79   -33,439,213.42   52,063,608.37  

存货  141,076,853.34   50,332,594.00   191,409,447.34  

合同资产   29,629,012.97   29,629,012.97  

递延所得税资产  3,242,889.41   1,011,838.32   4,254,727.73  

负债：    

预收款项  47,158,540.31   -47,158,540.31   

合同负债   117,227,771.76   117,227,771.76  

应交税费  9,445,315.21  -474,344.76  8,970,970.45 

其他流动负债  1,917,759.39  -368,155.19 1,549,604.20 

预计负债  15,696,033.53   4,527,575.61   20,223,609.14  

股东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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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余公积  27,420,483.73   -2,571,219.84   24,849,263.89  

未分配利润  139,789,952.19   -23,420,249.51   116,369,702.68  

少数股权权益  31,171,252.57   -228,605.89   30,942,646.68  

 

母公司报表项目 会计政策变更前2019年12月31

日余额 

新收入准则影响 会计政策变更后2020年1月1日

余额 

资产：    

应收账款  84,223,847.44   -31,497,716.70   52,726,130.74  

存货  135,878,037.00   47,043,267.29   182,921,304.29  

合同资产   28,384,339.08   28,384,339.08  

递延所得税资产  2,838,205.59   1,003,349.86   3,841,555.45  

负债：    

预收款项  40,664,419.83   -40,664,419.83   

合同负债   107,567,726.16   107,567,726.16  

应交税费  5,455,958.42  -394,416.61  5,061,541.81 

其他流动负债  1,634,194.11  -352,601.43 1,281,592.68  

预计负债  15,696,033.53   4,489,149.71   20,185,183.24  

股东权益：    

盈余公积  27,420,483.73   -2,571,219.84   24,849,263.89  

未分配利润  163,859,553.64   -23,140,978.63   140,718,57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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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通过新设成立的方式新增三家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分别是上海璋湃企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安硕国际控股

有限公司和上海安硕软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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