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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77                            证券简称：赢时胜                            公告编号：2020-051 

深圳市赢时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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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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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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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时胜 股票代码 300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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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霞 张建科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街道莲花一村社区皇

岗路 5001 号深业上城（南区）T2 栋 3701 

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街道莲花一村社区皇

岗路 5001 号深业上城（南区）T2 栋 3701 

电话 0755-23968617 0755-23968617 

电子信箱 ysstech@ysstech.com ysstech@yss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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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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238,738.45 358,616,380.53 4.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0,969,089.76 80,320,429.85 -36.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45,510,668.83 75,698,384.29 -39.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8,745,398.92 -85,931,475.26 43.2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87 0.1082 -36.5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87 0.1082 -36.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8% 2.93%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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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1,736,286.50 3,185,448,497.87 -4.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85,894,350.42 2,808,647,111.82 -0.8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52,28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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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唐球 境内自然人 20.34% 150,928,479 119,364,359 质押 58,460,000 

张列 境内自然人 4.99% 37,043,431 0   

鄢建红 境内自然人 4.40% 32,617,288 24,462,966   

周云杉 境内自然人 2.69% 19,934,850 17,038,912   

鄢建兵 境内自然人 2.62% 19,419,750 0   

黄熠 境内自然人 2.27% 16,836,15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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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67% 12,368,702 0   

庞军 境内自然人 1.56% 11,599,250 0   

恒生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0% 7,419,950 0   

梁凯莉 境内自然人 0.35% 2,611,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唐球、鄢建红、鄢建兵为一致行动人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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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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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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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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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经济环境与行业发展情况 

2020年上半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整个经济、各行各业、各企业都带来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给我国的经济运行

造成一定冲击。但总体趋势显示，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面没有变化。国家为了推动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不断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助推实体经济发展，抓紧抓实重点金融工作，保障金融安全，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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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民生的能力和水平，推动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防范化解金融重点领域风险，促进金融业高质量

发展。2020年以来一行两会等各相关部门大致释放了300项金融相关政策信息，以推动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实现六稳。在

2020年央行工作会议中，金融科技被作为单独一条重点部署。会议提到要加强金融科技研发和应用，贯彻落实金融科技发展

规划，建立健全金融科技监管基本规则体系，做好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工作，继续稳步推进法定数字货币研发，进一步扩

大全球法人识别编码（LEI）在我国的应用领域。2020年2月14日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国家外管局和上海市政府联合

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意见》（银发〔2020〕46号），支持符合

条件的商业银行在上海设立理财子公司，试点外资机构与大型银行在上海合资设立理财公司，推动商业银行在上海成立金融

资产投资公司（AIC），并试点AIC在上海成立专业子公司（开展企业重组、股权投资、直接投资等业务），支持金融机构和

大型科技公司在上海成立金融科技公司。凡此种种，对于金融科技行业皆是利好。以科技赋能金融服务创新，提高金融服务

质量和效率，金融机构对金融科技投入将持续增加，金融信息化需求业务市场仍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公司主要产品研发、技术服务及创新情况 

完善和丰富现有创新类产品内容，沉淀核心能力与业务场景。结合近年来与客户在资产托管和资产管理运营管理领域的

实践和积累，进一步丰富在相关运营管理领域的业务服务内容，扩展客户的对外服务渠道。同时持续研发投入，促进产品开

发和客户服务模式的改进和升级，通过核心能力的识别，构建以用户为中心、强调场景化能力构建的目标价值体系，建设能

够满足线上线下贯通的敏捷化运营场景搭建工具集，端到端的解决场景化的业务流程和业务模式。产品以数据接入配置化、

流程实现配置化、表单要素配置化、数据应用配置化为主要特色，更快、更好的实现业务线上化、运行自动化、管理智能化。

与此呼应，公司的创新业务营收占比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积极拓展存量客户的创新领域合作。结合公司自身在技术治理方面的积累，拓展了与客户在私有云及公有云运维领域的

合作，通过技术能力输出的形式，为客户提供专业、持续、高性价比运维服务，探索在云模式下的IT、业务运维体系的建设。

实践与客户在自身运营过程的优化工作，整合公司在运营领域的实践经验，通过与客户深入探讨与论证，为客户量身定制智

能化运营解决方案。 

探索传统产品线与人工智能运用的整合。在公司核心业务场景沉淀与积累的背景下，加速与公司参股的金融科技公司整

合，完成了AI能力赋能传统产品线的规划和落地工作，实现了传统产品线的智能化场景落地，解决交易类单据、资金类单

据、合同类文本、公告类数据与资管、托管传统产品的打通，进一步消除业务过程中的人工环节，大大提升运营效率。 

以中台赋能战略为核心的行业解决方案，取得了显著成果。一方面，坚定执行中台赋能公司传统事业部的既定战略，在

满足监管变化、政策变化、市场创新、用户需求的快速响应前提下，强化核心业务场景的中台能力的沉淀与积累，加速公司

业务创新，扩展公司的产品服务范围。另一方面，探索中台赋能战略赋能机构“数字化转型需要”，形成行业级数字化转型

方案，并选择适当的切入点参与机构的数字化转型落地。 

推出以产品生命周期为主线的运营管理产品体系。以产品生命周期为主线，统一管理产品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为资管

产品的管理提供系统化、标准化支持。通过可视化业务流程设计，建立统一、合规、跨部门的业务流程。结合任务管理实现

任务进度跟踪、及时催办，将事务处理变被动为主动，提高工作效率。同时，统一管理产品数据，避免二次录入，促进数据

在部门间、系统间的传递与共享，逐步建立以产品核心要素为基础的主数据生态，包括十二维度要素的产品化结构数据以及

八大档案类非结构化数据，为未来客户的金融产品创新打下坚实基础。除此之外，通过业务监控和决策支持功能，可以为客

户管理层提供对产品相关的经营数据分析、绩效决策的系统支持。产品通过数据标准化、流程配置化、要素采集流程化、管

理决策视图化等方式，打造以灵活便捷、通用性强、多维度管理为核心特色的产品，推动机构数字化转型实践。 

数据中台战略成果初现。随着数据价值被行业越来越重视，对于数据的时效性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在数据发展不断趋

近于实时处理的方向下，数据中台基于实时架构来完成数据治理，对海量数据、多类型数据梳理出关键诉求进而实现数据资

产化并向上提供输出能力给上层业务应用系统。通过数据资产化建设形成数据的真正价值，并通过数据服务的形式将数据价

值对外输出。价值化数据服务，通过服务API接口将数据价值能力暴露给前台业务应用，使前台业务应用依托数据中台能力，

实现数据智能化转型。公司与多家客户在数据中台方面达成合作意向，目前已在稳步落地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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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自研大数据平台与国产化硬件的适配。在国家推出了“新基建”国策的大背景下，公司自研大数据平台“恒河大数

据平台”主动谋求与华为鲲鹏产业源头创新中心合作，基于鲲鹏计算产业生态与公司恒河技术生态展开技术对接。与华为的

鲲鹏相关技术部门建立了深度技术合作关系，完成了恒河大数据平台包括恒河NewSQL数据库在内的全产品生态的鲲鹏计算

环境的适配移植，并跑出了实际业务场景下的漂亮的测试数据，同时也获得了华为云授予的鲲鹏兼容性测试认证证书，迈出

公司在金融科技创新领域国产化“安全可控”探索的第一步。 

三、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的情况下，公司积极采取多种措施保证生产经营的开展，各地区营销及各产品事业部

努力加强与客户沟通及做好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金融机构客户服务保障工作，公司与客户签订的合同订单金额与上

年同期相比仍然持续增长。但是由于受疫情影响，一季度全国各地实施了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复工受限，公司实行AB岗

轮换上班，驻客户现场办公受限，直至二季度才渐渐恢复正常业务经营，所以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合同项目的实施进度和项目

验收进度，从而影响合同收入的确认。另外，公司响应中央提出的“六稳”与“六保”，结合公司业务和创新研发发展情况

不断增加技术人员和优化人员结构，并继续执行职工薪酬调整的激励政策，导致报告期内成本和各项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2020年上半年，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4,199.19万元，较上年同期35,662.84万元下降4.10%；实现营业利润6,047.01万

元，较上年同期9,277.67万元下降34.8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5,096.91万元，较上年同期8,032.04万元下降36.54%。

公司在疫情限制和战略性研发投入成本刚需的情况下，依靠传统产品服务的稳步回升、以及创新业务实施的突破发展，迅速

扭转了今年一季度的亏损局面。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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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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