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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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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的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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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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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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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762,257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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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伟达 股票代码 300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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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源 郑祥云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32 号高斓大厦

1501 室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32 号高斓大厦

1501 室 

传真 010-57321000 010-57321000 

电话 010-57321010 010-57321010 

电子信箱 securities@git.com.cn securities@git.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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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营业务情况 

从收入占比来看，公司现有主营业务主要为金融信息服务和少部分移动营销服务业务。 

二、产品和业务用途 

金融信息服务是向以银行、保险、证券为主的金融企业客户提供软件开发及服务和系统集成及服务。具体可分为： 

（1）软件开发及服务 

是指针对客户的科技建设需求而提供的IT解决方案、软件外包服务和软件维护服务。主要包括以下业务类型： 

1)IT解决方案 

公司按照客户需求提供软件开发以及升级、改造、配套服务，根据合同约定对阶段性开发成果或最终产品负责，成果交

付时需要按照合同约定工作任务进行验收，公司在所开发软件成果交付运行，并通过客户验收后按照合同约定金额确认收入。 

2)软件外包服务 

公司根据客户需求，按期提供技术人员完成开发及服务，无需对最终开发成果负责。根据合同，于约定的每个结算时点

与客户确认对应服务期间内提供的人员数量、出勤情况、考核评价，按合同约定的不同级别技术人员的人月单价以及双方确

认的工作量确认收入。 

3)软件运维服务 

公司根据客户需求，对本公司所开发的应用软件系统或客户指定的软件系统或其他IT运营系统提供运行维护服务，无需

对开发或服务成果负责。根据合同约定的服务方式提供现场或远程维护，按照约定的服务期间(月度、季度、半年度、年度)

对提供的服务确认收入。 

（2）系统集成及服务 

1)系统集成 

系统集成是指应客户需求，代客户采购数据中心、网络中心所需要的软硬件设备，并提供相应的集成服务，包括数据中

心集成设计、机房一体化建设、智能化综合布线、产品选型、软硬件详细配置、软硬件供货、软硬件安装调试、IT系统软硬

件改造升级、技术咨询等。按照合同约定，无法区分软硬件设备与相关服务价款，公司在相关货物发出及服务提供并经客户

验收合格后确认系统集成收入。 

2)系统集成服务 

主要为客户采购软硬件设备同时，需要提供的集成服务，且在合同履约义务中单独约定支付价格，通常包括按次提供的

服务，例如机器安装调试、综合布线等；和按期(如年度)提供的服务，如机器设备的运行维护等。 

（3）移动互联网营销 

亦称为移动大数据精准营销，就是以国际和国内移动互联网络为基础，利用数字化的信息和移动互联网络媒体的交互性

来实现营销目标的一种新型的市场营销方式。 

三、经营模式 

公司金融信息服务业务围绕着金融业客户的主要IT需求展开，体现了公司“产品+服务”的经营模式，满足了客户各个层

次、不同阶段的IT需求，贯穿了企业IT系统生命周期的全过程，能够为企业IT系统的价值实现提供“一站式”的综合解决方案。 

互联网营销业务通过自有流量或者采购流量，结合客户需求，通过大数据分析，对用户精准投放广告，获取相关收益。 

四、影响本年度业绩的主要因素 

2021年，受益于国家信创大战略的稳步推进，金融行业在科技领域的投入不断提升，公司抓住机遇，不断扩大业务规模，

整体收入取得了较快的增长，2021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0.35%。 

2021年，公司整体收入持续增长的同时，收入结构也得到进一步优化，金融科技业务占比继续提升。2021年，公司金融

科技业务实现收入21.22亿元，收入规模增长35.12%，占公司全年收入的93.10%。其中，软件开发及服务业务全年实现9.23

亿元，同比增长50.28%，创历年新高。毛利率较高的软件开发及服务业务的增长，带来了公司整体利润水平的提升。自2020

年以来，公司的软件及服务业务维持了较快的增长，业务规模不断提升。公司预计软件及服务业务是公司未来发展的主线，

也是公司着力拓展的方向，将在未来成为公司业务构成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受益于国家信创大战略的逐渐落地，本年度公司

系统集成及服务业务实现收入11.99亿元，同比增长25.39%。移动营销业务受制于流量成本上涨，业务需求萎缩，仅实现收

入1.57亿元，同比下降51.38%，由于移动营销业务规模较小，占公司整体业务规模较低，并未对当期业绩构成重大影响。 

受疫情影响，以及收购公司所在资产组自身的不利因素的影响，收购公司所在资产组于2021年计提商誉减值准备899.73

万元。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对公司当期业绩造成了不利影响。本报告期内，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2,398.71万元，

实现扭亏为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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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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1,505,236,956.76 1,939,276,129.09 -22.38% 2,408,869,603.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93,800,668.24 569,823,847.74 21.76% 1,313,620,497.62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2,278,964,568.88 1,893,658,496.29 20.35% 1,758,318,368.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3,987,125.52 -671,247,584.07 118.47% 133,741,533.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8,042,715.16 -701,755,987.68 116.82% 124,202,928.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4,869,994.84 232,360,648.49 -136.53% 170,769,531.2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 -1.50 118.67% 0.3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 -1.50 118.67% 0.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62% -73.82% 93.44% 1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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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6,314,099.03 436,484,495.77 419,415,875.58 606,750,098.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513,757.57 28,205,810.90 30,818,269.08 48,449,287.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317,898.33 26,649,036.73 29,484,617.46 45,591,162.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7,855,628.53 -39,577,240.05 18,473,274.27 214,089,59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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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47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59,779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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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鹰潭市鹰高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81% 101,886,476 0 质押 24,677,000 

银联科技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8.30% 37,101,58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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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国际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陕国

投·高伟达第一期员

工持股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1.90% 8,483,500 0   

易方达基金－中央

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易方达

基金－汇金资管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12% 5,000,000 0   

北京睿韬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9% 4,427,265 0   

林鹏 境内自然人 0.53% 2,387,220 0   

#孙光英 境内自然人 0.36% 1,628,800 0   

吴东魁 境内自然人 0.30% 1,358,500 0   

#陈传兴 境内自然人 0.27% 1,212,900 0   

#蒋辉 境内自然人 0.24% 1,073,8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 10 名股东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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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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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六节“重要事项”，详细描述了报告期内发生的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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