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3383                                                  公司简称：顶点软件 

 

 

 

 

 

 

 

 

福建顶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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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以公司实施利润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5元（含

税），共计 60,106,90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滚存至以后再行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

送红股。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顶点软件 603383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伟 吴晶晶 

办公地址 福州市软件大道89号软件园13号楼 福州市软件大道89号软件

园13号楼 

电话 0591-88267679 0591-88267679 

电子信箱 apex@apexsoft.com.cn apex@apexsoft.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公司是一家国内领先的专业化平台型软件及信息化服务提供商，致力于利用自主研发的“灵动业

务架构平台（LiveBOS）”，为包括证券、期货、银行、电子交易市场、信托、资管/基金等在内的



金融行业及其他行业提供以业务流程管理（BPM）为核心、以“互联网+”应用为重点方向的信息

化解决方案。 

公司的业务主要为金融行业信息化业务，同时也开展非金融行业信息化业务。公司的金融行业信

息化业务主要包括证券、期货、电子交易市场、银行、信托、资管/基金等行业信息化业务。 

公司在证券金融行业拥有广泛的客户基础，与客户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公司主要通过商业谈

判的方式获取业务，在稳固既有客户的基础上，持续拓展新业务、发展新客户。 

（二）行业情况说明 

2018 年是金融行业监管落地较为密集的年份，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

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引入源头活水、服务实体经济”，“控杠杆、防风险”，“进一步推进资

本市场国际化”是金融业发展主旋律。在严格监管的前提下，监管机构也在进一步推进资本市场

国际化，引导行业发展。2018 年 11 月 5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

式并发表题为《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的主旨演讲，宣布增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

区的新片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科创板旨在补齐资本市场服务科技创

新的短板，是资本市场的增量改革，是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激发市场活力和保护投资者合法

权益的重要安排。 

 

2018 年我公司主营业务涉及的主要金融行业的情况概述如下： 

1、证券期货行业市场情况。受贸易战、宏观环境及股市下跌等因素影响，2018 年证券市场出现

大幅调整，出现明显波动和下滑，开户数也继续下滑。2018 年日均交易额 3987 亿元，同比下滑

19%；2018 年平均每周新增投资者 25 万人，同比下滑 21%。IPO 发行节奏显著减缓，审核力度继

续加强，IPO 被否率保持高位。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多次召开会议，对经济金融形势进行

分析。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以及其他相关部门研究出台一系列改革措施提振市场信心，形成

新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 

2018 年，中国期货和衍生品市场国际化迈出了坚实步伐，同时也带动了期货市场改革、发展和创

新的提速。国际化方面，3 月 26 日，原油期货在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挂牌上市，这是中国首个

国际化期货品种。5 月 4 日和 11 月 30 日，铁矿石期货和 PTA 期货两大特定品种分别实施引入境

外交易者业务，开启期货市场对外开放的新时代。创新方面，除原油期货外，2018 年下半年，2

年期国债期货、纸浆期货、乙二醇期货分别在中金所、上期所和大商所上市交易。 

证监会发布的《证券基金经营机构信息技术管理办法》，信息系统建设投入指标首次纳入 2018 年



度证券公司分类评价。首先，明确信息技术监管安排，推动行业加大信息技术投入，提升竞争力。

其次，明确治理、安全、合规三条主线。在传统信息安全监管基础上，针对信息技术治理、数据

治理、业务合规提出监管要求，促进信息技术与业务、风控及合规管理深度融合。同时，支持经

营机构应用信息技术提升服务效能。针对信息技术应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明确监管要求。 

2018 年，证券期货公司对信息系统建设重视度、信息化投入意愿不断提高，通过建立自身独有的

信息技术体系，形成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已在经营机构之间形成共识。经营机构在夯实现有业务的

基础上，努力落实业务转型。当前阶段主要的业务发展形式包括： 

1）加大客户服务投入，建设个性化客户服务模式； 

2）强化中台体系建设，建设业务运营中台、营销服务中台、数据中台，提升运营效率、改善客户

服务、降低经营风险； 

3）不断丰富新金融服务与产品，不断规范场外期权等交易服务； 

4）资管业务转型进入大资管时代，在去通道的同时，继续大力发展主动型资管； 

5）自营向投资交易转型，向非方向型自营发展； 

6）顺应资本市场逐步开放，打造境内境外联动的服务模式，形成零售、机构、财富、资本业务齐

头并进的发展模式。 

 

2、电子交易市场情况。自 2017 年国务院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联席会议办公室开展清理整顿各

类交易场所“回头看”工作以来已近两年，2018 年是完成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提出的打好

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三年行动方案关键的一年。在从严监管的大背景下，交易机构在合

规的前提下，业务得以稳定并逐渐发展。分布在各个地区的电子交易市场是国家多层次资本市场

的组成部分。电子交易市场一方面有助于盘活存量金融资产，提升资产效能；另一方面有助于发

掘实体企业中可被金融化、货币化的有效资产，通过交易方式来解决企业融资需求，服务实体经

济。随着监管规则的逐渐明朗和行业的理性发展，今后电子交易市场必将获得良性增长，各从业

机构也将进一步形成差异化定位。 

 

3、资管/基金行业市场情况。2018 年资管行业监管政策密集出台，对整个资管行业的未来发展产

生了深刻的影响，不仅对私募投资和产品结构等方面进行了规定与调整，也分别从私募基金管理

人、托管人的职责、资金募集、投资运作、信息提供、行业自律、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多个方

面确立了监管规则,在私募备案、产品命名等方面进行了进一步规范。截至 2018 年底，协会已登



记私募基金管理人 2.44 万家，较 2017 年末存量机构增加 2002 家，同比增长 8.92%；已备案私募

基金 7.46 万只，较 2017 年末增长 12.38%；管理基金规模 12.78 万亿元，较 2017 年末增加 1.6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12%。 

 

4、信托行业市场情况。2018 年在诸多监管新政中，在降杠杆、去通道的大背景下，彻底打破刚

性兑付、禁止产品嵌套、资金池管理、合格投资者门槛上升等等，让信托公司经营压力倍增，数

据显示，2018 年四季末全国 68 家信托公司受托资产规模减少至 22.70 万亿元，同比下降 13.50%。

同时，银行纷纷成立理财子公司，将对信托公司业务形成分流。面对新形势，各家信托公司纷纷

加大财富中心直销系统的建设，增强销售能力，并且在家族信托、慈善信托、消费信托等零售业

务开始发力。 

 

在“强监管，去杠杆”的监管背景下，金融行业业务创新较为困难，各行业更多的是在夯实现有

业务的基础上，努力落实业务转型。行业环境将引导盈利模式从监管套利、简单通道模式逐步转

向为资本中介、资产配置、资产定价模式发展。行业竞争逐步从同质化转向差异化，行业总体发

展面临着巨大机遇和挑战。 

金融业的发展历史就是运用科技不断创新发展的历史。科技是金融发展的加速器，新兴科技改变

甚至颠覆金融服务模式。科技的运用突破了传统的地域、时空限制，拓展了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

度，提高了金融产品的供给能力，极大地提升了金融服务的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 

金融科技应用在推动金融行业转型发展的同时，金融业务发展变革也在不断衍生出新的技术应用

需求，将实现对金融科技创新发展的反向驱动。这种驱动可以从发展和监管两条主线上得到显著

体现：一方面新技术的应用将衍生出新的业务发展模式，而新的业务模式必然对业务支撑平台、

客户管理、营销服务、风控合规等多个领域信息系统提出一系列新需求。另一方面监管的要求诞

生新的需求，监管新规的出台，必然伴随着与之对应的业务体系和技术体系进行针对性的梳理、

改造和系统建设工作，调整数据报表、业务流程和风险控制等方面满足监管要求。 

金融科技将推动金融机构从传统的通道业务，向信用业务、机构业务与资产管理、财富管理业务

的综合发展的服务商转型，积极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推动传统业务转型，

创新业务模式，提高管理效率，促进合规、风控智能化，在客户服务、市场分析、风险定价方面

开展创新尝试，为客户提供智能客服、客户画像，个性化资讯、智能投顾、智能交易等服务，寻

求从投资顾问端、财富管理端、客户服务端等全方位向智能化转型以提升服务效能。利用人工智



能和大数据还可以更好地解决信息获取中维度不足、效率不高的问题，利用区块链技术可以探索

证券结算、发行、内部合规管理等方面的运用。科技与证券业的结合已从简单的“拼接”转变为

深度的“融合”。 科技赋予金融更多数字化、智能化特征，2019 年这种趋势还将继续。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1,237,667,044.24 1,158,203,046.86 6.86 631,376,776.26 

营业收入 295,522,213.41 243,776,725.70 21.23 204,692,488.7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19,777,157.54 101,908,339.29 17.53 70,481,586.1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95,349,207.94 87,646,870.42 8.79 69,789,385.5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037,172,799.13 937,731,287.09 10.6 471,932,078.73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2,652,549.41 103,665,536.19 -10.62 95,193,528.98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1.01 1.13 -10.62 0.8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1.00 0.96 4.17 0.80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2.18 13.63 减少1.45个百分

点 

16.14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9,065,193.90 80,327,772.48 58,100,047.21 128,029,199.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996,597.40 33,287,348.46 19,689,572.82 63,803,638.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3,027,515.84 27,340,463.80 13,627,467.14 57,408,792.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8,549,809.91 -4,293,423.16 2,780,674.37 132,715,108.11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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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50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2,24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严孟宇 7,594,010 25,634,010 21.32 25,634,01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金石投资有限公司 5,256,000 18,396,000 15.30 18,396,00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福州爱派克电子有限

公司 

4,896,000 17,136,000 14.25 17,136,00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赵伟 2,472,000 8,652,000 7.20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雷世潘 1,112,000 3,892,000 3.24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赵莹 720,000 2,520,000 2.10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余养成 317,500 2,057,500 1.71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交银施罗德

优势行业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33,223 2,033,223 1.69 0 未知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2,010,660 2,010,660 1.67 0 未知   其他 



限公司－交银施罗德

阿尔法核心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李雪虹 1,373,768 1,373,768 1.14 0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爱派克法定代表人林永正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严孟宇之岳

父，除上述关联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8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29,552.2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1.23%；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净利润 11,977.7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7.53%，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净利润 9,534.9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79%。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经董

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通过，本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同时本公司对可比期间的比较

数据按照财会[2018]15号文进行调整。 

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对本公司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等无影响。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无变动，子公司具体情况详见 “财务报告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

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