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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关系活动

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骆林 金元证券

陆嘉荣 深圳前海名商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孙毅 中植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何孟东 中证信资本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刘国丰 中证信资本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陈伟 中植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程宇楠 深圳清水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徐超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邵洪选 银泰证券

石彦敏 深圳市前海粤鸿金融投资有限公司

谭龙 华银精治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盖震宇 深圳前海觅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王柱栋 国信证券

王洪磊 渤海证券

徐文杰 招商证券

黄非 鼎诺投资

刘畅 申万宏源研究

张轶乾 安信证券

李权兵 深圳市兆丰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余能彪 深圳市兆丰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何英 深圳市红石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詹俊鹏 国信证券

卢军 广东乐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刘扬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赵永涛 富瑞金融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黄建文 富瑞金融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李华钦 交银康联人寿

赵秋实 国信证券

刘军 中国证券报

韩晗 中国证券报

张向光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李晓宇 金元证券

彭飞虹 深圳市鲲鹏恒隆投资有限公司

王维东 国泰君安证券



吴明鉴 天弘基金

符健 国泰君安证券

段迎晟 方正证券

匡欣 华鑫证券

沈洪 国信证券

黄建云 深圳前海新富资本管理集团

邱雨红 汇联金融服务控股有限公司

任文杰 万杉资本

代会波 深圳市禾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容志能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翟蕴理 深圳市九如投资合伙企业

向晖 深圳市九如投资合伙企业

李岩岩 深圳市怀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章书勤 方正证券

高岩 招商基金

符晓滨 深圳市明玥资产管理企业

张君杰 深圳市博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黄竞晶 海通证券

聂丽莎 深圳市瑞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刘明 东方基金

曾令超 中国中投证券

胡杰 第一创业证券

张开埠 深圳研股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涂堩中 五百体育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龙江伟 樱峰资本

韩宁 清华大学

刘磊 鑫鼎基金

李俊博 金元证券

刘雪峰 广发基金

时间 2016年5月5日星期四

地点 深圳市东海朗廷酒店会议厅

接待人员姓名 刘祥、李艳芳、江汉、韦余红、汪洋、赵辉、李健等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董事长刘祥致辞：

各位投资人，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出席公司的业绩暨战

略说明会。巴菲特说买股票就是买生意，这句话在中国不一定

合适，但在座的各位一定是对我们的生意感兴趣的。2015年新
国都实现营业收入97,756.64万元，同比增长44.14%；利润总额
8,727.55万元，同比增长12.8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8,
549.59万元，同比增长7.43%；综合以上数据来看，公司经营业
绩继续保持行业领先水平，我们自己也比较满意；同时，2015
年公司还做了一些对未来影响比较深远的并购、战略布局等。

公司的进化生长逻辑主要从两个点延伸：第一，是我们的

技术创新；第二，是围绕我们的客户经营客户。

新的拓展和进化必须是有可凭借的东西，公司老使命是

成为优秀的电子支付技术服务商，公司是是以电子技术出身



的技术型公司，原来使命的关键词是技术，我们可以凭借的也

是技术，技术的定语为电子，最近我们对公司使命做了一些改

变，将定语变更为主语，“支付+技术”，这种延展是很有逻辑的
，在原有的、擅长的、有相关资源的领域做投入，围绕支付领域

进一步做更深、更广的拓展。

另一个逻辑点是以客户为中心，围绕现有客户经营客户，

一类客户包括银联、银行及各类第三方支付机构，另一类为有

一定直接关系更多是间接关系的商户和个人。我们的核心是

围绕客户开展工作，原来为客户提供纯粹技术，现在进一步为

客户提供支付相关的产品。原来公司是机具设备提供商，随着

行业竞争加大，销售毛利率下降是必然结果，竞争价格一定有

压力，原有应对方法是加大技术投入，增加技术创新，提升新

产品的销售份额；后续公司希望通过提供复合性服务，提升我

们的竞争维度，不与现有竞争对手打价格战。

银联、银行及第三方支付机构每年支付结算量为30万亿，
商户数量为1000多万，所有的客户除了支付清算结算以外，都
有一些金融服务需求或类金融服务，提升销售盈利能力，称为

增值性收入。传统的销售模式是和竞争对手打机器价格战，现

在，机器可以免费，但是服务收费，这就是提升竞争维度的思

路，核心就是经营我们的客户，从给我们的客户提供技术，到

提供其他相关类的服务，如财务管理、大数据等。

就目前的现况来看，我们的客户还未具备开展金融服务

的能力，却有给他们商户提供财务管理的需求。未来，我们协

助客户做好风险管理、风险控制及数据分析，例如哪些客户可

以转化为他们的金融服务的客户，哪些产品可以销售给哪些

特定对象，等等。至于财富管理，我们今年上半年投资深圳嘉

实大岩资本，可以变成对接商户财富管理的通道，但是我们做

这件事情是有信用背书的，我们卖出去的财富管理产品如果

出现风险，那我们是有责任的，为此我们增资大岩资本，提升

我们的专业性，保证我们对接的产品在程序风险、流程风险等

方面可控。

我们的生意其实很简单，我们生意的本质、实质就是我以

上说的这几点，谢谢。

1、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从银行取得消费、贷款方面的征信数
据，数据是怎么取得的？这些数据使用有什么限制吗？第二

智能家居这块，公司想从哪个方面切入？

刘祥：所谓的智能最终目的是为人提供舒适便利的工作和生活

环境，智能硬件我们理解架构应该是分三层，第一层是设备，

例如灯、音响、电视机等我们看到的可以接入互联网的设备；

第二层是对这些设备进行登记、注册、管理的接入平台；第三

层是各式样的智慧场景，智能办公、智能家居、智慧城市。大拿

科技做的就是第二层，未来会有多个平台。智能家居我们的方

式不是去做制造，我们的核心是希望将接入更多设备，把人和



设备连接起来，希望更多的场景能在我们的平台上运行，真正

的智能是通过网络把所有设备打通，设备不需要人去控制而

是自动识别控制。现在设备已经具备，需要的就是将设备连入

平台打通设备，实现智能场景，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江汉：关于数据收集及使用方面，征信分四个过程，数据搜集、

数据整理、产品设计及产品应用，征信最困难的就是第一个环

节，因为关系到每一个人、每一个企业的数据是非常多的，而

我们现有的客户主要是银行等，他们拥有很多数据比如说消

费数据、信贷数据，这些数据的所有权是属于银行的，征信希

望做到的是公立的社会第三方机构征信机构，利用客户提供

的原始数据，为客户量身定制征信服务，这是信联征信的盈利

模式之一。此外征信业务对于公司战略布局中的风险把控、泛

征信有重要意义。

2、现在和银行之间有明确的征信合同或数据使用授权吗？
江汉：刷卡交易数据最多的是在中国银联，公司目前已经与银

联支付、银联认证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也与许多商业银行

有战略合作备忘。

3、像你们这一类的征信公司与他们签订合作框架的多不多，
或者说这个行业的竞争情况怎样？

江汉：大家都知道征信是需要牌照的，个人征信在2015年1月
份中国人民银行计划发放八家牌照，但是到目前为止都还处

于准备期还没有正式的验收，所以原则上来说目前个人征信

是没有正式牌照的；企业征信牌照国家的发放也是非常谨慎的

，深圳有三家，我们是其中一家，全国大概有100家左右。
4、对于产品毛利的下滑，未来可能产品不收费，服务收费，那
么对于这种费用的上升是怎么看的，以及对利润的影响？

刘祥：费用上升主要分两块，原有产品开发投入和新业务拓展

准备，研发费用上升比较大，原来通过开发新产品新技术维持

毛利率，行业毛利率下滑虽在合理范围，但这种竞争仍是非常

痛苦的，那我们就希望通过提供一些竞争对手不具备的产品

或服务提升我们的竞争维度，从而从原有竞争模式中跳脱。

5、围绕商户中增值性服务业务，公司2016-
2017年对于商户数量有什么考虑？
刘祥：我们现有自己可以触达及通过客户可以触达的商户基数

有300万-
500万左右，但不是所有的业务服务都能在商户普及，存在转
化率问题，我们是希望协助我们的客户或者通过数据挖掘分

析将中间转化率控制住。

6、了解到公司并购浙江中正，浙江中正承诺业绩是2000万左
右，但公司2015年年报中浙江中正并表利润是600万左右，您
可以对浙江中正这个公司做一个评价吗？

李健：去年并购浙江中正业绩对赌是完成的，由于中间存在无

形资产摊销及财务并表问题并表利润为600多万，去年浙江中
正完成将近2100万利润，生物识别技术向客户提供的是身份



识别，前段时间公布的二代身份证指纹识别是未来的刚需，目

前全国不到2亿人有指纹身份证，原有的机具不涉及指纹读取
，三代证带指纹，所以要求机具带指纹读取功能，中正经过多

年储备，行业发展机会正好。同时中正以指纹人脸识别为核心

同时扩大营业范围，助力未来业绩增长。

7、公司原来做支付制造现在转型做金融运营服务，管理团队
结构是怎么样的？有没有储备和引进一些金融运营的人才队

伍？

刘祥：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公司内部自身学习培养，另一方

面通过投资并购，外部纳入，今年上半年公司增资的大岩资本

具备深厚的金融背景，会成为公司发展金融最重要的专家池，

包括风险控制，业务模式，业务设计等；另一方面，随着征信业

务发展，公司也会考虑合并这一方面专业的公司进而获取专

业人员。

8、业务框架从支付产品向企业征信及泛金融拓展，推出金融
产品，那这个领域据我了解公司是完全陌生的，类金融泛金融

涉及杠杆等，风险大收益也大，那公司怎么样控制风险，包括

产品风险以及参股、投资的企业的风险？

刘祥：公司不做杠杆类业务，核心产品的设计不是我们，我们

是做管道，但是我们要保证在我们管道上的产品风险是可以

保证的，产品本身的核心风险我们通过甄别对接合法合规的

金融公司进行控制，我们的核心是做新金融服务，但是业务模

式是做管道。

9、银行卡的虚拟化是长期或者展望趋势，公司怎么看这个问
题？

刘祥：电子支付行业发展较快，银行卡支付频率越来越少，手

机支付、线上支付越来越多，但是这些支付都有很多痛点，更

便利更安全是发展需求，生物识别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在

这种背景下，未来这块怎么发展公司也在考虑，我们选择抓住

各种各样变化保证公司不会落伍。

10、公司最核心的资源是商户，但是公司与商户之间还隔了银
行等，请问公司未来打算怎样维持或提高公司与商户之间的

粘性？

刘祥：公司与商户之间隔着银行、第三方支付、银联等，所以公

司在布局他们没做的业务，例如银联商务目前的业务就只是

收单，但是他们也希望为他们的商户提供一些其他增值性服

务，例如余额宝，但这就需要有一套账户系统、风险控制能力，

数据分析能力，互联网运营能力，客户不具备的就是我们正在

做的，我们认为这会促使我们和我们的客户一起为商户提供

服务，进而加强公司与客户、商户之间的粘性。

11、公司有没有关注区块链技术这块？有没有这方面的考虑
？

新国都是一家科技型公司，任何新技术和可能的技术方向，我

们都会紧密关注和研究。早在14年公司就有尝试区块链技术，



当时公司有一个专门的比特币开发小组，15人左右，原打算使
用区块链技术做平行交易合同认证，就是针对网上交易建立

一种有信用保证的执行方式，但是后来公司把整个技术研究

透以后，发现当时跟公司的战略布局没有联动性且商业机会

不明显，于是公司把它解散了。此刻，若央行真要发行这个货

币，我很自信的说我们的系统就知道怎么去管理它。区块链未

来的商业机会我们会一直关注和研究。

附件清单（如有）

日期 2016年5月5日星期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