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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74                       证券简称：宇信科技                  公告编号：2021-103 

北京宇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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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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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信科技 股票代码 300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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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戴士平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东路 9 号院电子城研发中心 A2 号楼东 5 层 

电话 010-59137700 

电子信箱 ir@yusys.com.cn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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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351,033,820.37 1,077,341,295.20 25.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3,579,674.80 129,438,650.51 3.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06,792,653.70 121,067,963.37 -11.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66,167,958.25 -301,462,944.60 -87.8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 0.20 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 0.2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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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51% 6.78% -1.2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3,847,001,996.68 4,052,091,465.03 -5.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05,353,348.70 2,324,035,133.37 3.5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7,76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

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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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珠海宇琴鸿泰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98% 198,256,896 198,256,896 质押 101,859,261 

百度（中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53% 36,571,427 0   

PORT WING DEVELOPMENT 

COMAPANY LIMITED 
境外法人 5.47% 36,171,552 0   

竺士文 境内自然人 2.17% 14,364,142 0   

华侨星城（上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0% 13,237,906 0   

珠海宇琴广利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6% 10,323,468 0   

FIDELITY INFORMATION 

SERVICES INTERNATIONAL 
HOLDINGS, INC. 

境外法人 1.37% 9,046,656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新兴产

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6% 8,969,085 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动

力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8% 8,443,094 0   

珠海宇琴广源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5% 7,634,38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

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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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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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受益于国家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的发展战略在金融行业的加速推进、银行业数字化转型的全面推

进、银行科技子公司在科技输出方面的稳步推进，基于公司主要四大产品线在市场上呈现的强劲竞争优势，

报告期内公司软件开发及服务业务呈稳步增长的态势，公司2021年上半年软件开发业务收入突破10亿元，

实现10.6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0.09%；创新运营业务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趋势，2021年上半年收入较上

年同期增长48.31%，同时新产品的推广在第二季度获得了实质性的突破，为创新运营业务保持高速增长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处置对珠海宇诚信的股权投资等使得公司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和资金占用费较上年同

期增加0.35亿元，公司授予员工限制性股票在报告期内产生0.72亿元股份支付费用；公司剔除股权激励费

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为1.79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2.67%，主要为2021年上

半年毛利率较高的软件开发及服务业务和创新运营业务收入增加，经营管理效率提高，使得公司与经营相

关的利润增加。  

报告期内主要完成工作如下： 

（1）软件业务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公司的大数据产品线、信贷产品线、监管平台产品线和渠道业务产品线在报告期内快速发展，成功完

成了新产品的战略布局，为后续几年的业务发展奠定了基础。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软件开发业务的新签订

单较上年同期增长47%；①分客户来说，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等成立的金融科技子公司，积极推动金融和科

技的深度融合，推动营业网点智慧转型，借力金融科技提升经营效率及产品营销成功率，相应的软件开发

需求增加，报告期内公司来自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软件开发及服务收入增长54.19%。同时，随着银保监会

支持因地制宜、综合施策，积极推动深化城商行改革和重组，城商行软件开发需求增加，公司来自城商行

的软件开发及服务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49.60%。②分产品来说，数据产品线完成了一站式数据能力体系产

品能力的全自主化研发工作，覆盖金融机构数据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与应用需求，在上半年中标多家头部银

行数据中台、大数据、智慧营销等相关项目，并且在信托、租赁、金控集团全面开花；信贷产品线推出的

新型信贷中台体系方案和完备的信贷系统群配套产品凸显市场优势吸引力，上半年陆续中标多家银行上千

万级的新信贷群建设项目，敦实了新一代智能化信贷服务平台（V5-Aersa)的市场领先地位，借助此新平台

的组装式研发效能，进一步扩大宇信科技的信贷产品家族体系，稳固宇信科技在商业银行信贷领域的绝对

头部地位；监管产品体系日趋成熟，实现了对银行、信托、金融租赁、财务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五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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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全面覆盖；渠道类产品体系日趋完善，实现了银行客户的员工渠道、客户渠道全覆盖，线上、线下渠道

全覆盖；在国产化改造支持方面，手机银行产品全面支持和适配鸿蒙操作系统，自助银行产品也实现了国

产化平台适配支持改造并落地完成。 

（2）创新运营业务保持快速增长 

随着数字化发展战略在金融行业的不断深入，金融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强调金融业务与科技的深度融

合，公司从客户的实际需求出发，结合自身在行业内深耕多年的各项能力和资源优势，与客户联合经营、

共赢互利的合作模式，得到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客户的认可。同时，在行业监管政策持续完善的背景下，

公司始终以满足监管要求为前提，不断开拓运营业务的新场景，使得数字零售业务的发展更具商业可持续

性。公司也将进一步整合业务能力和资源，拓展创新运营业务的新产品，促进创新运营业务的多样化和高

增长。①利用公司自主研发的基于分布式架构和微服务体系的产品，公司和客户共同运营的金融生态平台

在去年实现业务突破后，在本报告期内继续发力，多家新客户成功上线且已开始业务试运营。公司的金融

生态平台具有“上线快、可扩展、好运维”等特点，并采用“先盈利再付费”等多种合作模式，能够有效帮助

客户实现零投入、快速上线、快速做大零售资产规模，显著降低贷款不良率，增长收入和利润的业绩目标。

②公司基于金融生态平台，顺应监管要求、响应客户数字化金融战略目标，拓展了智能风控和信贷业务数

字化转型两个新的运营业务拓展方向。公司基于消费金融场景和产业金融场景，为客户提供深度嵌入场景

的数字金融产品运营服务。③从监管政策要求出发，公司对以金融云服务为载体的合作运营模式予以持续

调整。一方面持续推动与百度云、腾讯云的深度合作，完善智能金融云在信息安全、数据安全等全方位的

安全体系建设；另一方面，公司积极协助客户推动私有云建设，采用“智能云+本地部署”结合的运营方式，

提升金融云运营能力和拓展金融云业务。 

（3）全面布局金融信创并取得阶段性成果 

报告期内，宇信科技先后加入了工信部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工作委员会、中国金融电子化公司金融信息

技术创新生态实验室、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大数据技术标准推进委员会等信创相关组织，参与信创联盟生

态标准制定、典型信创业务场景搭建等工作。宇信科技作为银行金融信创的全场景参与者，在上半年积极

参与多家客户的信创项目，为客户提供信创方案咨询、信创方案评审申报、信创选型测试、信创项目实施

落地等服务，目前参与的信创项目涵盖从OA企业管理、自助终端场景到营销管理、风控合规、数据中台、

信贷中台等一般业务场景，再到支付清算、核心下移等关键场景。随着下半年这些信创标杆案例的投产上

线，宇信科技在后续更多金融机构的信创推广中，可以为客户提供更多信创典型场景、更安全可靠的信创

全栈解决能力。 

（4）保持稳定的研发投入 

公司自成立起即重视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保持稳定的研发投入，2021年上半年公

司研发投入17,963.7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2.52%。 

目前公司研发中心已完成了公司产品整体技术架构往分布式、微服务和前后端分离的全面转型，基本形成

了“三大平台+四个工具”的技术平台产品矩阵。三大平台包括基于微服务架构的统一开发平台、移动开发

平台和低代码快速开发平台，四个工具包括工作流引擎、调度引擎、决策引擎和影像平台。报告期内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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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平台产品满足云原生架构转型，在近期研发上聚焦企业级需求，公司技术平台先后中标了某股份制银

行全行级的技术中台项目、某城商行全行级统一开发平台项目、某股份制领域级统一开发平台项目等，并

有多个企业级平台项目机会在下半年启动。公司技术平台立足于自研，坚持自主可控，持续多年投入。在

上半年，公司技术平台和工具与华为、腾讯等合作伙伴的产品深度整合，完成了从底层国产芯片服务器、

国产数据库到云平台的适配认证，并且在多个客户的项目上开始配合落地。 

2021年上半年,公司各产品条线在去年陆续推出“新一代”产品的基础之上，积极响应国家政策要求，紧跟监

管政策导向，进一步补足系统能力，持续迭代升级和优化包括数据、信贷、监管、渠道在内的各主力产品

线，其中：①持续完善与丰富数据中台产品家族，建立以公共基础能力、数据资产治理、数据服务应用、

数据价值运营、数据效能提升的五大产品体系，超过30款产品满足数字化转型对基础数据底座与数据运营

能力的建设需求，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数据全生周期的管控与服务，并且围绕银行、信托、租赁、金控集团、

保险五大行业构建11大类解决方案，应用在不同行业实现个性化数据价值能力的数据应用需求。为保证整

体产品的自主可控需求，能够为客户提供一站式产品服务，公司在关键技术上实现自主化，研发实时数据

采集平台、数据模型开发平台、内容数据管理平台，用以替换国外相关产品，在产品能力上实现了质的飞

跃，产品体系能够为客户提供全面的信创落地方案。②在国家倡导乡村振兴、绿色金融的业务创新背景下，

梳理农贷业务的相关政策、主流业务模式以及不同业务模式下典型产品的业务流程并将其固化在系统中，

帮助商业银行提升农贷业务的精准性、直达性和有效性，帮助化解农村市场主体融资难问题，以金融力量

加速推进乡村振兴；完成绿色信贷业务模型自动识别，支持绿色信贷业务系统自动化处理，提高报送效率，

同时建立环境效益测算模型，制定存量业务解决方案。并且在“后疫情时代”下以“智能向导式体验”为驱动，

开展创新性信贷业务研发工作，让信贷系统实现了从支撑业务到赋能业务的转变，全面提升金融机构信贷

业务处理效能。③顺应监管趋严的整体趋势，根据监管要求先后研发了新利率报备产品、系统重要性银行

等新产品，并在多家金融机构落地；进一步优化1104、人行大集中、金融基数数据报送、银监EAST报送

等产品，推出基于微服务架构版本，进一步增强统一监管的业态支持范围；完成银行业关联交易系统产品

研发，并在某股份制银行、西南某城商行落地。④基于自主开发平台构建手机银行超级App，提供从移动

App到数字化营销、客户成长体系、权益管理平台，以及绩效考核体系的整体解决方案，为银行零售业务

数字化转型实践提供解决方案闭环和产品闭环。同时推出对公业务渠道重构解决方案，并研发新一代企业

网上银行系统和交易银行综合门户，助力银行实现对公服务重构，从传统交易渠道向综合化、场景化、生

态化扩展。 

（5）积极布局海外市场 

报告期内，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使得公司海外业务拓展受到一定影响，但公司坚持采

用“线上”模式积极与客户、合作方多次沟通和协调，积极推进项目落地。报告期内，子公司印尼宇众分别

与某跨国银行、印尼某集团公司合作运营的数字银行平台项目已正式上线运营，运营交易量稳步增长；与

印尼某集团公司合作的项目预计在今年下半年正式上线运营。新加坡宇信与某中资国有银行签署合同为其

提供监管报表报送平台系统，该项目已上线试运营。另外，通过远程交付方式，成功完成某新加坡银行网

点转型POC，后续合作也正在紧张推进中。与此同时，东南亚其他多个项目也正在积极推进中，并与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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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T DATA、新加坡华侨银行等合作方继续整合资源，将公司在国内市场积累的先进产品和服务输出到东

南亚市场。未来五年，海外市场的拓展将是公司整体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6）与建信金科全方位的深度合作 

建信金融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信金科”）是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行”）

旗下从事金融科技行业的全资子公司。建信金科被定义为“赋能传统金融的实践者、整合集团资源的链接

者及推动银行转型的变革者”，这也是商业银行成立的首家以“金融科技”命名的公司。作为建信金科重要的

合作伙伴，公司积极参与建信金科的科技输出和创新转型，期望充分运用各自的行业优势及影响力，携手

打造金融科技全套解决方案。公司将助力建信金科形成以金融科技为驱动力的业务发展模式，使场景、技

术、数据和产品能够更好地融合。未来，双方将致力于更加纵深和立体化的合作，协助建行及其他中小银

行共建生态、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技术支持等服务。 

（7）构建金融科技生态合作伙伴体系 

自百度战略投资宇信以来，双方积极推进在金融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领域的深度合作，

深耕金融产业，推动金融智能化升级。宇信金融云已经完成了基于百度公有云的技术架构迁移，引入了百

度的AI、大数据、云管等先进能力，实现“云上能力”的智能化升级。2021年上半年宇信科技加强了与百度

基于AI中台的合作，将AI技术能力与应用场景进行深度融合，实现金融业务的智能化升级，双方也携手共

建了“智能客服”、“大数据风控”、“数字员工IPA”等多个联合解决方案。 

公司与华为延续在服务器、存储、网络等国产硬件的合作，同时加深在云平台方面的建设合作，携手打造

从底层硬件到软件应用系统的全栈国产化信创云，当前双方也正在某股份制信用卡中心合作落地标杆案

例。与华为继续延展在大数据平台领域的良好合作，在上半年华为生态大会上双方联合发布了数据中台的

解决方案，同时双方在某股份制银行完成了数据仓库从TD到GuassDB的迁移，形成了一套数据仓库国产替

换与迁移联合解决方案。公司移动相关产品也加速融入鸿蒙体系，目前宇信移动开发基础平台已经完成了

与鸿蒙系统的适配兼容，还正式发布了基于鸿蒙系统的应用开发解决方案。 

2021年上半年宇信和腾讯的合作取得了长足进步，打开了广阔的合作前景。宇信就与腾讯云携手中标了国

内最大农商行的金融数据中台项目，打造基于国产云底座、国产数据库的又一标杆案例；宇信和腾讯联合

中标了某农商行的数据中台咨询项目，双方的合作已从产品的适配对接上升到了方案的完全融合。宇信全

线产品目前也已基本完成与腾讯TDSQL的适配认证，双方正在某农商行合作落地基于TDSQL的综合信贷

标杆案例。除此之外，宇信与腾讯还在就云平台建设、网络安全、风控运营、营销运营、监管合规等方向

深入讨论双方的合作。 

（8）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020年5月公司推出《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报告期内分别于2021年2月5日以每股15.84元向

96名激励对象授予部分预留限制性股票137.60万股、2021年6月4日以每股8.894元向10名激励对象授予部分

预留限制性股票76.85万股，本次激励计划旨在吸引、激励和留住优秀人才，进而为推动业务增长提供充足

的动力，而较高的业绩考核指标的设置，又彰显了公司对未来发展的坚定决心和信心。 

（9）持续推进品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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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间，公司多次获得权威机构评选的行业排行榜及合作伙伴、行业协会颁发的权威奖项。其中，

公司荣获由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毕马威颁发的“2020中国领先金融科技50强”，由人民日报颁发的

“产业智能化先锋案例”奖，由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颁发的“技术金梧桐奖”，由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公

司颁发的“开发服务奖”，由中国IT服务全媒体平台颁发的“数据中心运维10强”和“智能运维100强”，由北京

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颁发的“鑫智奖·2021金融数据智能数据治理与数据平台创新优秀解决方案”奖，同时

荣膺零壹财经发起的“第二届数字科技兵器谱TOP50”和“2021银行科技服务商”等；荣获华为评选的“不凡合

作奖”等奖项。 

面对金融业与新兴科技的深度融合，金融科技已成为促进金融业全面转型升级的重要推动力量，公司

作为中国金融科技服务领军企业之一，未来将会持续加大在金融科技创新中的投入，利用科技创新推动金

融市场化的进程，向以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以及其他非银金融机构的金融科技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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