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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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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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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财互联 股票代码 00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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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莉莉 朱雪芳 

办公地址 盐城市大丰区经济开发区南翔西路 333 号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大道 82-88 号（双号）C3 栋 

电话 0515-83282838 020-62847128 

电子信箱 JCHL@jc-interconnect.com zhuxuefang@foresee.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互联网财税业务 

a.主要业务 

互联网财税业务板块专注于面向平台型企业、财税服务机构、中小企业、个人用户群提供“财税 SaaS+专业服务”的财

税数字化服务。在数字经济的新时代下，依托 20 多年涉税基础服务所积累的海量用户资源和业务能力，基于云计算、大数

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先进技术，面向平台型企业、财税服务机构、中小企业和个人提供“合规、降负、增利”财税服务

需求，提供更便捷、更专业的新财税体验。 

b.主要产品及用途 

主要产品有三大系列：面向税务机关的金税系列、面向中小企业和个人的金财系列以及系统集成服务，其中金税和金财

系列产品总体围绕着打造财税产业数字化平台及数字化运营这一战略目标协同发展。 

金税系列产品面向税务机关提供用于服务纳税人的互联网多端应用，主要产品包括：智慧电子税务局、实名办税与涉税

风险监控系统、征纳互动平台、智能咨询平台等。依托方欣科技 20 多年来在税务领域的丰富积累，基于云计算、大数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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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等，公司具备为纳税人提供行业领先、便捷高效的互联网办税与综合服务能力，为税务干部提供高效的服务管理与

风险管控能力。相关产品及服务现已覆盖税务总局和 23 个省级税务局，在国家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大背景下，公司

也将进一步创新产品体系、提升服务质效，持续扩大市场规模并深度经营。 

金财系列产品按照用户群细分为平台企业、财税机构、中小企业、个人相应的产品。 

面向平台企业的灵活就业人员，公司平台基于区块链技术提供在线的财税托管服务产品“新商合规宝”，该产品集工商

注册、银行开户、税务登记、开票、记账、报税等在线服务于一体。随着《电子商务法》于 2019 年 1 月 1 日正式落地实施，

全国 3000 多万电商群体以及 5000 多万微商群体均需要办理正规的营业执照和正常纳税，整个市场需求呈井喷之势。由于平

台型企业的商户数量大、地域分布广、大多无实体经营地址等特点，传统财税服务机构由于服务能力有限、区域单一、成本

高效率低、商户欠税走逃难以控制的限制，很难满足平台型企业的商户需求。金财云商让商户足不出户即可在线享受全程的

财税服务，在市场上具有强竞争力。 

面向财税机构用户，提供从生产、营销到运营的完整数字化解决方案的“金财代账”系列，帮助财税机构用户实现数字

化转型升级。生产环节提供“票、财、税”一体化的智能财税产品，实现自动拉取发票、自动生成财务报表、自动生成税务

报表，将会计人员从日常的凭证录入、会计报表制作、税务报表制作等繁琐重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大幅度提升会计人员的

工作效率。实现客户资产的数字化、服务沟通的在线化。 

面向中小企业用户，打造“财税 SaaS+专业服务”于一体的“金财管家”系列。围绕企业电子发票的开具、归集、报销、

记账、存档等刚性需求，实现企业会计、老板和员工的在线协同。同时与平台入驻的财税服务机构及专业服务人员合作，基

于财税大数据提供精准化、个性化的专业服务，让中小企业低成本享受以往集团企业才能享受的财税服务。 

c.行业发展阶段 

我国财税服务领域正处于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历史窗口期。随着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出台、金税四期建设启动、发票

电子化的迅猛推进，新一轮数字化产业革命将从根本上改变财税行业的商业模式，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的不断发

展成熟，一个在线连接、数字驱动、网络协同的数字化财税服务新时代已经到来。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出：加强关键数字技术创新应用，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完善数字治理体系，

提升数字服务水平；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促进高质量发展；发挥数据生产要素的关

键作用，激活数据要素潜力，进一步完善数据生态；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培育数字经济发展新动能，催生新产业、新业态、

新模式。“十四五”规划纲要将数字化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另一方面，金税四期工程开始启动建设，发票电子化

改革也推进的如火如荼，大数据时代下的新型税收征管改革也已经形成了明确的时间表，到 2023 年将形成以“信用+风险”

监管为基础、从“以票管税”向“以数治税”分类精准监管的税务监管新体系。随着政府信息化全面走向数字化监管，税惠

普及性、税负公平性、税收规范性力度达到前所未有高度，“合规、降负”的新财税服务需求呈井喷之势。 

数字化新经济环境下，随着《电子商务法》和《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的实施，以网店、微商、代购、直播等新经济

为代表的经营群体不再属于征管机构监管的“灰色地带”，家庭个人财税服务蓝海亟待爆发，涉税服务群体将成倍增长。而

与此同时，随着发票的“电子化凭证”管理要求、人工成本的不断增加以及客户数字化需求的不断提升，传统财税服务机构

以工商、代理记账、鉴证、审计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业务模式已经无法适应数字化新时代的需求，亟待利用数字化手段进行转

型升级。另一方面，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坚决查处第三方借减税降费服务巧立名目乱收费行为的通知》（税

总发[2019]44 号），以税务机构为核心的营商环境大大改善，与税务机构相关联的涉税收费一去不复返，依靠市场化手段为

企业提供“合规、降负、增利”的增值服务模式迎来了发展机遇。 

d.报告期内重大变化 

报告期内，公司的重大变化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①抓住新冠肺炎疫情对行业的影响，及时打造线上服务产品、强化线上服务能力，推出了征纳互动产品，并在贵州、福

建、厦门等地上线，推动了征纳互动线上化的发展，打造了基础的成熟可推广的系统版本。 

②巩固和拓展金税业务与区域，紧抓金四建设契机。“金税四期”的开展意味着自顶向下信息化建设的全面升级，是国

家层面一次较大规模的信息化投资建设。在继续巩固现有业务的基础之上，紧抓金四建设契机：首先，在电子税务局和实名

办税与风险监控两项主营业务外，积极推进信息系统大运维和 12366 智能咨询业务线，增强在金四中的业务涉及面，进一步

增加税务局端的客户粘性；其次，积极开拓沿海区域省份，建设有标杆示范性的项目，巩固市场领先优势，增强在金四中的

业务创新能力。 

③紧抓发票电子化变革机遇，发力票据凭证电子化。财政部 6 号令已经对电子会计凭证的电子存档作了强制化要求，根

据财政部的新规定，现在很多企业仅打印电子发票进行纸质存档而不存电子发票原件的实务操作已经属于不合规的范畴。金

财票税宝系列产品提供电子发票的全站式电子化管理，不论是员工端还是财务端都可以实现电子发票免打印。除了无需将电

子发票打印出来之外，还可以与会计核算系统联动，通过记账凭证可以联查归档的电子发票，进而对接企业的财税数字化，

实现了从票财税共享到业务数字化到税务风险实时控制的全环节数字化升级。 

④深化平台企业落地解决方案，大力推进金财云商业务的发展。2019 年电商法出台后，公司推出了金财云商系列产品，

核心价值是通过平台+服务，促进微电商平台及微电商等在业务经营过程中的合规性。2020 年，金财云商团队针对平台企业

行业的差异性，分别推出了数字工程、数字经纪、数字健康、数字电商和网络货运五大板块的行业解决方案及服务产品，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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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了云商业务的应用范围，并通过打造头部样板客户的方式展开推广。 

⑤搭建营销运营体系，调整优化人才结构。经过多年的技术研发投入以及产品市场验证，2020 年开始进入大规模产品

推广期，为了适应市场需要，公司快速搭建起营销运营体系，扩大营销、推广团队，建立了扩展、管理、培训团队的标准作

业流程，可根据业务发展情况及时补充人才。此外，建立了营销团队和产品团队的协同机制，通过市场反馈快速驱动了产品

的迭代升级，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 

⑥新冠疫情对金税业务和金财业务均造成影响。新冠疫情对世界经济形势、政治文化环境、社会运作机制、商业规则以

及人类的衣食住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政府机关为应对疫情影响，主动削减各项财政经费，另一方面给财税行业的

从业者和客户群体也造成了诸多不利影响，正常的经营活动被迫中断或延期，公司的客户尤其是服务业客户普遍经营困难，

给公司的收入和收款带来较大影响。 

（2）热处理业务 

a.主要业务、产品及用途 

公司热处理板块业务涵盖了热处理设备制造、专业热处理加工服务、热处理设备售后服务及热处理工艺技术咨询服务四

大块。设备制造方面，公司制造的各类可控气氛热处理设备和非气氛加热设备，品类繁多，如多用炉、网带炉、气体氮化炉、

大型井式渗碳炉、大型工业炉窑、推杆式渗碳炉生产线、辊底式保护气氛淬火炉等，同时根据客户多样化需求为客户量身定

制辊棒式连续铝合金处理炉、箱式铝合金固溶时效生产线、调质炉、侧装料燃气加热炉等个性化设备；热处理加工服务方面，

为客户提供渗碳、渗氮、碳氮共渗、氮碳共渗、真空气淬、真空油淬、真空退火、真空回火、真空渗碳、感应淬火、等离子

渗氮、等离子氮碳共渗等工艺服务。公司制造的各类热处理设备及提供的热处理工艺服务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军工、核电、

汽车零部件、轨道交通、工程机械、机械基础件、船舶、石油化工、新能源等领域。 

b.经营模式 

公司采取热处理设备制造和专业热处理加工服务并举的经营模式。设备制造方面，以提供高可靠性、节能环保、数字化、

智能化、定制化的设备，抢占高端热处理设备市场，同时强化工艺设备服务一体化的业务发展模式；热处理加工服务方面，

实施品牌连锁经营模式，构建基本覆盖全国主要机械制造集中地区的热处理加工网络，并通过工艺开发平台、质量管理标准

化及人才培训体系的建设，提供高质量专业热加工服务。 

c.业绩驱动因素 

公司业绩与宏观经济形势下的下游市场需求息息相关，也与公司自身经营策略、经营效率、产品服务竞争优势、产品结

构和价格策略等紧密相连。 

①创新驱动：公司具备完善的产品研究、开发和创新体系，拥有较强的产品研发能力、持续创新能力和项目产业化能力，

能够针对客户个性化需求设计、定制满足不同工艺要求的产品或服务。 

②营销驱动：面对全球新冠疫情的冲击、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以及主要下游客户汽车行业的产销量下降等不利影响，公司

主动出击、抢抓订单；不断加强渠道建设，稳定业务来源；内部统一销售思路、凝聚共识，强化销售担当对各关联企业设备

及服务的了解，增强各关联企业间的沟通、合作与联动。 

③服务驱动：通过服务优势，集聚客户。一方面，公司持续提升现有热处理加工企业的服务质量，提高客户满意度；另

一方面，不断加强售后服务力量，提升售后服务能力，向客户提供优质、快捷、高效的服务。 

d.行业发展情况、周期性特点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①行业发展情况及周期性特点 

热处理是机械制造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强化金属材料，发挥其潜在能力的重要工艺措施，是保证我国立足未来制造业的

制高点、提高机械产品质量、延长产品寿命、创造中国品牌、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关键技术之一。 

《中国制造2025》强国战略规划坚持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强化基础、绿色发展，加快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随着

机械行业的健康发展及市场机制不断完善和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需求，全球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无不以发展先进

制造业和高端制造业为产业战略导向。我国从国家战略和提高国家综合竞争力出发，提出实施制造业强国战略，参与世界先

进制造技术竞争，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绿色制造是制造业发展的重要趋势以及科技开发优先支持的主题，绿色制造是综合考虑环境影响和资源效益的现代制造

模式，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同时也给热处理工艺与装备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近年来智能制造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中国制造2025》也明确提出了以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为主线，

以推进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因此，加快推进热处理信息化与智能制造，是未来热处理发展方向。 

热处理与机械制造业的发展态势息息相关，热处理行业伴随着机械制造业景气度的变化而呈现出较强的周期性特点。 

②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丰东是国内热处理行业的龙头企业，专注于热处理设备及工艺的研发、生产30余年，研发力量不断增强，商业热处理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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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布局规模逐步扩大，目前在上海、南京、青岛、重庆、天津、广州、常州、苏州、潍坊、烟台、武汉、大丰等地设立了14

家专业从事热处理加工的控股子公司，是全国拥有商业热处理服务网点数量最多的企业。公司始终注重自我研发能力的培养，

取得了一系列填补国内空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技术成果。公司在热处理设备的系统设计、智能控制、设备试制检测、工

艺材料金相分析、工艺技术开发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致力于为客户提供金属热处理的系统解决方案，不断满足和超

越顾客需求，热处理技术研发、人才团队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主持和参与起草、制定了二十多项热处理行业国家和行业标

准。2018年，公司被国家工信部评为“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是行业内唯一获此殊荣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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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1,011,479,669.78 1,262,451,044.10 -19.88% 1,264,089,833.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43,619,838.77 -679,068,948.10 -83.14% 291,043,046.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87,094,710.18 -744,720,060.58 -72.83% 271,559,818.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51,461.34 -58,953,167.50 89.57% 119,448,073.5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60 -0.87 -83.91% 0.3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60 -0.87 -83.91% 0.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33% -17.87% 下降 27.46 个百分点 7.04% 

项目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3,328,816,499.01 4,284,536,571.57 -22.31% 5,187,982,725.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15,025,530.28 3,375,976,593.03 -37.35% 4,181,261,490.2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53,113,082.32 318,667,295.18 313,590,931.90 126,108,360.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328,398.87 17,399,129.21 21,362,759.50 -1,294,710,126.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135,274.67 -10,942,000.07 15,760,448.73 -1,300,048,433.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4,885,434.55 55,200,670.20 -9,641,277.75 53,174,58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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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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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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1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6,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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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东润金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90% 155,040,000  质押 16,999,999 

徐正军 境内自然人 14.89% 116,026,656 92,863,933 质押 116,026,656 

东方工程株式会社 境外法人 9.67% 75,360,000    

朱文明 境内自然人 7.46% 58,159,282 49,450,861 质押 33,083,333 

束昱辉 境内自然人 5.47% 42,627,013  冻结 42,627,013 

王金根 境内自然人 3.65% 28,459,838    

关海果 境内自然人 1.73% 13,491,055    

和华株式会社 境外法人 1.51% 11,733,609    

深圳市松禾成长三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7% 6,0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59% 4,629,28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朱文明、东润金财为一致行动人，徐正军、王

金根为连襟关系。除此之外，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公司已知的关

联关系，亦不存在公司已知的一致行动人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东润金财、关海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其分别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48,000,000 股、2,418,4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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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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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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合并营业收入101,147.97万元，较上年减少19.88%，实现合并利润总额-126,027.77万元，较上年下

降100.54%，合并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4,361.98万元，较上年下降83.14%。 

（1）互联网财税业务 

2020 年，一方面因新冠疫情影响，对方欣科技在税局端和企业端的市场拓展、客户发掘、现场实施等经营活动都造成

了较大影响，产品及开发服务收入下滑明显，技术服务收入也出现下滑；另一方面受国家税务总局 2019 年发布（税总发

[2019]44 号）的影响，原有财税管家等产品暂停收费。 

从内部环境看，财税服务产业的数字化转型迎来窗口期，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公司为抓住这一数字化转型窗口期，加大

了新产品研发的投入，在现有财税云服务产品的基础上，增加更多对客户有价值的特性，提高付费转化率。另一方面，2020

年财税云服务业务板块的商业模式得到了初步验证，在构建了初步的销售团队的同时，建立了线上线下联动的获客渠道，加

强了线上运营的比例，并持续扩大用户流量池。 

报告期内，受前述情况影响，公司互联网财税板块业绩有较大幅度下降。2020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7,229.98万元，比上

年下降29.51%，利润总额-67,279.48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3,868.54万元，分别比上年下降785.37%、938.99%。 

（2）热处理业务 

2020年初，受新冠疫情影响，全产业链“复工难”给制造业企业带来阶段性影响；同时受中美贸易摩擦以及全球经济衰

退影响，公司主要下游客户汽车行业产销量持续下降。报告期内，热处理板块营业收入为53,917.99万元，同比下降8.98%；

实现利润总额及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6,956.89万元和5,203.06万元，较上年分别下降7.24%和10.34%。 

报告期内，热处理板块瞄准目标，定准措施，精准发力，全力化解疫情和市场环境带来的双重压力。 

a.积蓄力量抢抓市场。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公司销售团队充分利用电话、网络等渠道，与客户保持积极有效的沟

通，想客户所想，抢抓每一个市场机会，在航空航天、工程机械、机械基础件等领域获取新订单，展现了公司在中高端客户

市场中的竞争力。二季度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增长逐渐向常态回归，热处理加工业务企稳复苏，趋势向好。随着2020年下半

年国内疫情缓和，公司组团参加上海热处理装备与技术展，通过技术分享交流会，宣传推广丰东创新产品。同时，公司还积

极参与下游相关细分行业的专业展览会，如粉末冶金、紧固件、轴承等行业，进一步拓宽市场。 

b.加强研发促进创新。无人化智能热处理生产线正式投入运行，采用工业物联网技术建立各设备之间的无缝连接，实现

各模块互联互通、APS 自动排产、LMS 智能产线管理、智能设备维保等；成立工艺研发团队，提升工艺技术创新能力；“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轴齿类清洁热处理”项目之课题3——“可控气氛精密控制及减量化技术”进展顺利，按计划完成中期任务；承

担的“江苏省重点领域共性技术攻关研发项目——齿轮热处理的虚拟仿真建模及应用研究”顺利通过省工信厅终验收；获得

“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江苏省生产性服务业领军企业”、“江苏省外国专家工作室”等荣誉和称号；报告期内新增

授权专利16件，其中发明专利3件。 

c.规范管理夯实基础。报告期内，继续完善管理规范，为热处理加工连锁布局夯实基础。热处理加工企业开始施行统一

的热处理报价系统；工程中心完成《热处理加工管理规范》的制定，并向热处理加工企业推广。 

d.落实加工连锁布局。报告期内，稳步推进前期投资项目的落实：武汉丰东正式投入试运行；青岛热工完成厂房建设；

常州丰东二期项目正式开工；苏州丰东完成主体钢结构建设；重庆金属新工厂完成竣工验收，进入设备安装阶段；南京丰东

二期项目主体工程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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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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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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处理设备销售 175,225,126.48 59,300,981.53 33.84% -16.29% -1.45% 5.09% 

热处理加工 303,372,442.34 119,959,094.41 39.54% -5.25% 22.83% 9.04% 

财税云服务 203,679,247.11 9,818,915.28 4.82% -8.10% -92.27% -52.50% 

技术服务 129,776,977.30 1,326,583.73 1.02% 19.62% -95.38% -25.43% 

其他 62,129,258.12 26,461,156.45 42.59% -4.38% -5.44%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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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为-124,361.98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83.14%，主要系2020年度公司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共计115,409.1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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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

号——收入》。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前述准则，
并根据前述准则关于衔接的规定，于2020年1月1日对财务
报表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详见第十二节 五—35—（3） 首次执行新收入准
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新收入准则根据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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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按照新收入准则相关规定，于准则施行日进行以下调整： 

1、本公司将期末符合条件的“应收账款”重分类为“合同资产”，对可比期间数据不做调整。 

2、本公司将期末符合条件的“预收款项”确认为“合同负债”及“其他流动负债”，对可比期间数据不做调整。 

3、本公司将期末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的存量业务合同，对相关项目前期已确认的收入和成本及相应的所得税，追溯调

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对可比期间数据不做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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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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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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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公司全资子公司丰东热技术新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有：武汉丰东热技术有限公司。 

2、2020年，公司全资子公司方欣科技新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及下属公司有：江西金财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

方欣全方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山东欣税软件有限公司、青岛方欣儒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协企财务管理有限公司、杭州

泓德财务管理有限公司、金财互联智链研究院（青岛）有限公司、惠州市金财互联技术有限公司、金财云商（青岛）数据科

技有限公司、金财互联（江门）财税服务有限公司、金财云盟数字科技有限公司、金财（高安）云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

海金财盛慧科技有限公司、福建麦税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金财共享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因注销，自2020年5月起不再纳入

合并范围。 

 

 

 

 

 

 

 

 

 

                                                                

                                                                 法定代表人：朱文明 

                                                          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O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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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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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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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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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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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退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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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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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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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