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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30                              证券简称：新国都                              公告编号：2021-027 

深圳市新国都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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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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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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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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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股份

专户中的 3,526,26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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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国都 股票代码 30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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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桥易 方媛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科技生态园 10 栋 B

座 20 楼 

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科技生态园10栋 B座

20 楼 

传真 0755-83890344 0755-83890344 

电话 0755-83481391 0755-83481391 

电子信箱 guoqiaoyi@xgd.com fangyuan@xgd.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经营模式 

 1、支付服务及场景数字化服务 

 公司全资子公司嘉联支付是拥有全国性银行卡收单业务牌照的第三方支付机构，嘉联支付主要为不同行业及规模的客

户提供便捷的支付结算服务，并且通过“支付+经营”的服务体系，以支付为入口全面融入商户经营场景，根据不同行业的特

点，以SaaS模式为客户提供会员管理、智能营销、金融科技等多种增值服务和行业解决方案的一站式服务。在万物智联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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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平台化趋势下，嘉联支付通过对传统经营场景进行互联网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改造，为客户提供不同场景的互联网解

决方案，帮助客户构建全方位触达消费者渠道，实现精准互动和营销，从而助力客户能更有效撬动市场资源，提升运营效率

及竞争力，充分挖掘其商业价值。 

 2、电子支付设备及生物识别产品 

 （1）电子支付设备 

 公司全资子公司新国都支付主要产品和业务是以金融POS机为主的电子支付受理终端设备软硬件的生产、研发、销售

和租赁，为客户提供基于电子支付的综合性解决方案。电子支付设备主要产品包括POS终端（刷脸支付终端、扫码POS终端、

台式POS、移动POS、电话POS、智能POS、MPOS及新型支付终端）、云音箱、密码键盘及外接设备，应用领域主要涵盖

餐饮、酒店、零售、交通、物流、银行及医疗等行业，可通过结合行业特点开发集成为更符合行业需求的专业化创新型产品

设备。 

 （2）生物识别产品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正智能主要从事生物特征识别及身份认证产品的设计、研发和销售，包括人脸、指纹、虹膜、静脉

等生物识别算法及系统、居民身份证阅读及核验产品、人证核验系统及智能终端、智慧安防生物识别产品及方案、智慧金融

自助产品和方案等，为客户提供生物识别、身份认证和信息安全系统解决方案，业务主要涵盖金融、安防、政务、军警、教

育和旅游等领域。 

 3、审核服务业务 

 公司全资子公司公信诚丰围绕客户展开多方位综合数据服务，专注于审核认证服务和数据处理服务，启动多元化认证

审核模式，为客户提供基于大数据技术的身份认证、运营业务审核等综合数据解决方案，并以此为基础，输出信息系统和技

术增值服务。 

（二）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 

 1、支付服务及场景数字化服务 

 我国第三方支付产业起步于银联清结算系统的建立，产生了早期的区域性第三方支付服务机构，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

展及支付行业政策的日益完善，第三方支付行业经过规模成倍增长的时代后，行业进入平稳、有序的发展阶段。目前，我国

支付行业正处于深化发展的转折期，随着“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正式颁布，规划明确要“打造数字经济新优

势”，将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化转型的目标与作用提高到了国民经济的高度，支付产业数字化将是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动力，数字技术渗透支付行业，进一步应用于场景化服务。2020年受疫情影响，支付服务行业需直面经济金融波动带来的

周期性影响，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的数据显示，一季度、二季度、三季度的银行卡人均消费

金额分别同比下降11.02%，同比上升0.59%，同比上升3.55%，经济复苏趋势明显。支付行业在复工复产中助力中小商户实

现数字化经营，推进消费复苏，不断推动数字化时代的科技赋能，以应对短期与中长期挑战。 

 2、电子支付设备及生物识别产品 

 随着信息技术在支付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支付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重大发展。基于央行2020年“拓展移动支付应用场

景，优化支付基础设施功能”的部署，电子支付工具日益普及且创新不断，支付服务的智能化及多样化有效支持了实体经济

的发展，加之生物识别技术的完善和精准度的提高、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以人脸识别、智能支付终端为代表的电子支付设

备及生物识别产品正在逐步替代传统电子支付设备，而随着数字人民币的持续落地，国内现有的存量支付终端将面临全面的

升级迭代和改造，将一定程度提升对新的电子支付设备的需求。国际市场方面，以中国支付终端厂商为主的亚太地区出货量

持续攀升，而智能化支付终端市场的发展则较为缓慢，根据2019年尼尔森报告显示，全球支付终端出货量中传统支付终端占

比达46%，亚太地区POS终端出货量再现增长趋势，同比增长24.5%，总量达到8,620万台，其占全球出货量市场份额的比例

为67.25%，高于2018年的67.12%。电子支付设备行业的未来发展以国内市场的存量替代及国际市场的持续扩张实现双向增

长。 

 3、审核服务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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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日渐兴起，应用大数据技术进行勾画目标用户、触达用户、行业分析

以及风险防控已成为当下时代发展应用的主流技术之一，也是建设信息化、科技化社会的必然要求。在金融科技领域，应用

“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构建用户画像、预测用户行为，并据此防控风险、优化业务模式，已成为各大金融机构、互联网商

业主体顺应时代发展、增加竞争优势的必经之路。此外，随着网络短视频直播、外卖以及出行等互联网服务和应用逐步深入

人们的生活，基于互联网业务形态的身份认证审核需求已成为互联网公司在合规以及风控方面不可忽视的一环，如何高效持

续为客户提供优质稳定的数据风控服务、审核服务以及智能运维技术服务已成为提升审核服务业务竞争力的关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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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2,632,361,743.29 3,027,887,474.72 -13.06% 2,319,327,318.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6,503,945.29 242,492,982.66 -64.33% 247,879,868.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9,205,726.66 50,823,388.55 -22.86% 187,693,484.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5,025,710.66 213,866,615.03 61.33% 285,300,644.3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0 0.510 -64.71% 0.5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0 0.510 -64.71% 0.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4% 10.77% -7.23% 11.92%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3,376,142,629.91 3,372,698,478.14 0.10% 4,160,400,580.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26,729,873.74 2,452,058,998.39 -1.03% 2,099,149,34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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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5,932,215.11 702,408,788.60 635,933,962.32 798,086,777.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916,652.41 81,442,007.38 42,296,144.20 -81,150,858.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878,837.81 60,987,422.54 37,519,111.49 -90,179,645.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3,022,712.95 46,560,364.18 15,736,318.84 179,706,31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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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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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9,488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30,201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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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祥 境内自然人 28.20% 137,946,987 103,460,240   

江汉 境内自然人 7.46% 36,478,805 27,359,104   

杨艳 境内自然人 4.19% 20,519,254 0   

李霞 境内自然人 3.95% 19,337,828 0   

刘亚 境内自然人 3.41% 16,667,394 0   

袁河 境内自然人 1.61% 7,895,653 0   

吴汉兴 境内自然人 0.77% 3,780,701 0   

袁木兰 境内自然人 0.67% 3,266,800 0   

袁海 境内自然人 0.62% 3,049,962 0   

刘韫 境内自然人 0.62% 3,023,15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刘亚先生为刘祥先生之兄弟，江汉先生为刘祥先生妹妹之配偶，杨艳女士为刘亚先生 

之配偶，杨艳女士与刘亚先生为一致行动人； 

2、经公司董秘处电话咨询，袁河先生回复称其与袁木兰女士、袁海先生为兄弟姐妹关系， 

袁海先生和刘韫女士为夫妻关系，以上电话咨询内容公司未取得相关书面证明材料。 

除此之外，未发现公司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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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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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照披露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深圳市新国

都股份有限

公司 2019 年

非公开发行

创新创业公

司债券 

19 新国都 114645 2019 年 12 月 27 日  2022 年 12 月 27 日  30,000 5.00%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2020年6月30日，经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中鹏信评【2020】跟踪第【138】号01综合评定，维持公司主体长

期信用等级为AA-，维持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A，维持评级展望为稳定。AA等级反映公司偿还债务的能力很强，受不利

经济环境的影响不大，违约风险很低，“-”符号表示略低于本等级；AAA等级反映了本次债券安全性极高，违约风险极低。 

 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将在公司本次债券存续期间对公司开展定期以及不定期跟踪评级。定期跟踪评级每年

进行一次，本期公司债券最新定期跟踪评级报告预计将于2021年6月30日之前出具，届时公司将面向持有公司本次债券的持

有人进行披露。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28.13% 27.26% 0.87% 

EBITDA 全部债务比 14.79% 35.13% -20.34% 

利息保障倍数 6.91 8.02 -13.8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疫情对国内宏观经济以及线下消费市场产生严重影响，特别是第一季度线下商业和办公活动基本上处于停滞

状态，在年初艰难环境下公司第一时间积极合理安排复工复产、重启生产经营活动，与此同时，加强现金流管理、主动降低

负债率等风险管理工作，在企业经营层面充分做好各方面风险应对实战准备。从第二季度开始，伴随着线下消费逐渐复苏以

及国内经济的企稳，公司的业务也逐步从疫情中恢复和好转，全年电子支付设备终端海外销售逆势同比增长明显，以及支付

服务处理的流水规模也出现后期反弹增长的态势。在特殊时期对非接触支付服务的关注与需求进一步凸显了电子支付服务在

商业经营中的重要性，国内电子支付产品不仅能承载了更多的运营、平台管理等功能服务，还能根据不同应用场景或应急情

形为商户及消费者提供灵活可选的支付方式，满足经营活动需求、助力商业发展。 

 公司主营业务同目标市场电子支付行业发展进程及消费活跃度呈较高相关性，公司2020年主营业务收入略有下降，从

而造成整体净利润一定程度下降。2020年，公司实现营业收263,236.17万元，同比下降13.06%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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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8,650.39万元，同比下降64.33%；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920.57万元，同比下降22.86%。公司经过商誉减

值测试，对中正智能、公信诚丰合并形成的商誉计提减值约10,694.14万元。若不计前述商誉减值计提，公司在该口径下实现

的净利润约为19,344.53万 元。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对经营现金流以及费用支出的管控，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全年达34,502.57万元，较2019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1,386.66万元增长61.33%；销售费用及管理费用合计减少约2,956.97万元，同比下降约

8.22%。在过去一年里，公司没有看重短期利益，而是积极响应政府有关部门号召为支持线下商户复苏开展手续费减免、新

增补贴等助力活动，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扶持产业链商业伙伴。近两年公司为了更好的回馈股东，通过提升现金分红比

例、加大现金分红金额，让中小股东也能更好分享公司经营的成果。未来公司将利用多年在电子支付领域积累的行业经验、

技术优势和商业资源，持续巩固和提升公司在电子支付行业的领先地位。 

（一） 公司经营情况 

 1、支付服务及场景数字化服务 

 （1）支付服务业务 

 为防止疫情继续传播和扩散，保障消费者健康，国家相关疫情防控指南提倡刷卡支付、各种移动支付方式结算。随着

国内非接触式的消费服务需求迅速增长，居民的数字化生活方式进一步普及。在此背景下，嘉联支付为更好支持与服务线下

商户，联合多家银行共同推出“万店计划”、“红海计划”，加强对商户收单服务投入和手续费补贴，为线下商户数字化升级提

供收银设备和支付服务的综合解决方案，助力商户从疫情影响中恢复。与此同时，嘉联支付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全国渠道营销

体系以及提升产品服务质量，加大了对全国分公司业务的投入，截至2020年底嘉联支付全国分公司员工总人数增至499人，

从而能够更好触达各地区业务、提升服务需求响应速度以及夯实全国销售网络。报告期内，嘉联支付全年累计处理交易流水

约1.22万亿元，同比增长12.78%；实现营业收入约17.04亿元，由于受疫情影响以及手续费补贴等减免活动，营业收入同比

去年略有下降约1.79%。 

 （2）场景数字化服务 

 报告期内，嘉联支付通过自主研发成功推出了聚合权益平台，聚合权益平台是嘉联支付围绕支付生态圈打造的综合营

销平台，主要包括商户营销平台、消费者营销平台、会员权益商城平台和商家联盟，为商户、消费者以及合作机构会员提供

一站式营销解决方案，从而实现合作机构、商户、消费者、嘉联支付权益平台四方共赢的目的。其中，合作机构可通过商户

营销平台自主灵活制定个性化营销活动，可对合作商户配置收款手续费优惠策略，支持多种优惠形式的组合营销方案；消费

者营销平台依托微信商户平台、支付宝商户平台以及嘉联支付自主开发的银行卡营销系统，更好赋能商户，开展针对消费者

的营销活动，助力商家智慧经营；会员权益商城旨在通过积分系统、卡券系统、会员营销等多样化的用户运营工具和方案，

为合作机构提供全周期的用户运营服务，帮助其提升用户的忠诚度及活跃度，并提供全程代运营服务；商家联盟是嘉联支付

面向衣食住行领域商家打造的营销平台，商家可通过入驻到商家联盟后享受嘉联商圈平台提供的品牌曝光和流量红利。 

 近几年，场景数字化服务逐步从单产品、单模块的模式向系统化、平台SaaS化模式演变，嘉联支付通过更加丰富、灵

活和优化的增值服务进一步提升其产品市场竞争力和客户的粘性，打造增值服务与收单服务形成双轮驱动、互相促进的增长

模式。为推进重点垂直行业的场景数字化服务，嘉联支付通过自研以及与行业知名的SaaS厂商合作等方式为多个行业及不同

应用场景的合作伙伴及商家提供针对性的行业解决方案，重点覆盖行业及场景包括餐饮、零售、生鲜、教育、娱乐、美容个

护、金融保险等行业及加油站、停车、景区、物业等场景。报告期内，嘉联支付基于较强的金融科技和产品开发能力，围绕

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及重要行业客户的业务需求，进一步在银行卡权益、渠道引流、信息技术等领域开发和推出更多的行

业产品和服务，场景数字化服务实现的收入及该部分收入对利润的占比继续保持增长态势。  

 2、电子支付设备及生物识别产品 

 （1）电子支付设备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和企业、消费者对于支付产品需求的不断升级，加之2020年数字人民币的推广试点将推动未来支

付终端设备智能化进程，在这一背景下，公司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科技对原有的支付硬件、验证读取方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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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软件、系统等进行更新迭代。报告期内，子公司新国都支付围绕区块链加密、生物识别、数字货币支付等新技术、新支付

形式进行研发，形成技术积累，期间投入研发费用6,877.53万元，占新国都支付整体营业收入的8.33%。公司加强研发管理

能力，提升开发效率和质量安全、系统接口和协议规范化，提高产品设计可靠性和稳定性，为满足市场严格的安全保护需求

及验证未来新型货币的交互协议、密钥体系做好充分准备。以产品为驱动，强化对外部需求响应，进一步提升智能POS终端、

新型支付终端的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数字货币研究院研发的POS终端设备N86，不仅能够支持银行卡、二维码收单支付，还能够支持受理数

字货币结算。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新国都支付继续深耕国内商业银行市场，基于客户对公司综合实力和业务实力的认可，

新国都支付成功中标中国交通银行、兴业银行等银行招标项目，并针对其它银行招标项目进行积极准备。截至披露日，新国

都支付 “医保业务综合服务终端（III类）MR980” 已成功通过医保终端过检认证，研发创新能力及产品水平已得到国家医保

局认可，后续将正式服务全国医保业务。 

 国际市场方面，由于海外电子支付用户的数量不断增加以及电子支付场景不断丰富，公司电子支付业务在海外市场进

一步拓展。基于新国都支付对国际市场重点国家、地域的布局和积累，公司的产品实力和企业形象在海外已有较好的传播效

果和知名度。报告期内，国际业务仍然保持了较好的毛利率水平，海外整体收入同比增长35.49%。未来，公司也将继续加

强与海外地区客户的紧密合作，进一步开拓海外销售渠道，向海外市场输出中国移动支付等先进技术和数字化服务解决方案，

提供更广泛的电子支付技术应用。 

 （2）生物识别产品 

 在疫情对市场的影响下，中正智能致力于研发新产品、调整产品结构，开拓新市场、优化客户结构，通过优化生产组

织模式，提升管理效益。中正智能研发的身份认证应用系统，能够支持活体检测，人脸精准识别，实现人证核验的功能。该

产品已在金融机构、司法系统、房产登记、酒店前台等行业中实现应用，并且计划进一步在政府行业中继续推广。报告期内，

中正智能成立身份证网证项目组，建立身份证网证平台，为下一步网证应用的推广和实施打下坚实基础，推动全国网络可信

身份认证产业链发展。中正智能新一代智能联网锁搭载了公安部最新微模块、二代证指纹算法，为后续公租房、廉租房、出

租房、酒店等智能锁应用奠定基础，进一步推进物联网技术发展和应用。 

 同时，中正智能利用金融行业的渠道优势，积极开发新产品和市场，成功开发银行网点智能留滞库系统，为中正智能

在金融领域开辟新市场奠定基础。中正智能已形成了智慧金融、智慧安防、智慧政务多种业务模式，结合市场需求，进一步

提升产品多样性、业务多元化。此外，中正智能成立海外产品线及事业部，进一步拓宽海外业务，海外销售取得新突破。未

来，中正智能将会进一步深化海外业务布局，完善产品线，拓宽销售渠道。 

 3、审核服务业务 

 随着移动互联网向纵深发展，用户规模、在线时长不断增加，公信诚丰作为湖南省移动互联网重点企业，不断升级管

理、技术和服务，在认证审核、数据采集标注、内容审核、互联网营销和软件服务等方面满足市场需求。 

 2020年，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公信诚丰通过不断完善服务质量管理体系，升级业务承接能力，在市场、技术和

管理等方面又上一个台阶。报告期内，公信诚丰积极维护老客户、大力拓展新客户，不断丰富和完善公司业务种类，增加创

收点。公信诚丰认证审核业务呈现多元化趋势，能够适应不同客户的需求，逐步提升核心竞争力；以及通过不断完善人才梯

队、适时调整公司管理架构，新建多个下沉职场，进一步增强业务承接能力和成本优势。公信诚丰注重技术研发投入，充分

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技术，迭代研发核心业务基础工作平台，进一步提升数字化管理能力。 

 4、创新业务 

 公司专注于电子支付技术领域的研发和创新，随着国家数字人民币的研发试点工作的稳步推进，2020年，公司积极推

进与银行机构在数字人民币的运营活动和技术服务领域方面的合作。目前已完成部分机构前期的技术联调和系统测试，后期

将配合银行机构进一步协助商户端的改造、推广等服务；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对部分数字人民币硬件受理终端的改造，并

已顺利应用于上海等地区的试点场景中。同时，公司积极进行数字人民币“硬钱包”产品开发，目前正在进行技术开发和产品

设计。未来，公司也将紧随行业变化，不断探索数字人民币生态下新的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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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资本市场活动情况 

 1、2020年3月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拟申请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关于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拟向刘祥先生、王文彬先生、浦伟杰先生非

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募集不超过11.5亿元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根据《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2020年6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部分内容予以调整。  

 2020年7月28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受理深圳市新国都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

的通知》（深证上审〔2020〕459号），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获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鉴于再融资政策变化，公司结合

发展规划及市场环境、融资环境等因素综合考虑，经与各方中介机构充分沟通和审慎论证，2020年9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五

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2020年度创业板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

议案》，同意公司终止2020年度创业板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回申请文件。2020年9月29日，

公司收到深交所《关于终止对深圳市新国都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审核的决定》（深证上审[2020]593号），

深交所决定终止对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 

 2、公司于2020年9月2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0年10月15日召开2020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新国都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20年10月1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董事会认为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股票期权授予条件已成就，以2020年10

月19日为授予日，向符合授予条件的106位激励对象合计授予4,900万份股票期权，授予价格为25元/份。 

 3、2020年10月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暨增资上海赫千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的议案》。为持续优化、拓展支付服务场景，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公司使用自有资金2,000万元以增资方式

对赫千科技进行投资，其中，22.678万元作为赫千科技的注册资本，其余1,977.322万元计入赫千科技的资本公积。增资完成

后，公司持有赫千科技2.90%股权。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电子支付产品 816,495,692.50 260,112,104.40 31.86% -21.93% -30.98% -4.17% 

收单服务 1,560,455,675.94 306,322,743.67 19.63% -3.06% 6.71% 1.80%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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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2020年3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公司执行财政部颁布的新收入准则，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衔接规定，

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具体对公

司2020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累积影响金额 2020年1月1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小计 

预收款项 24,708,200.95  -24,708,200.95 --- -24,708,200.95 --- 

合同负债 --- 22,002,466.84  --- 22,002,466.84  22,002,466.84  

其他流动负债 --- 2,705,734.11  --- 2,705,734.11  2,705,734.11  

负债合计 24,708,200.95 --- --- --- 24,708,200.95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公司报告期期初（即2020年1月1日）留存收益无影响。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12月3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报表数 假设按原准则 影响 

预收款项 0.00  24,629,005.79  -24,629,005.79 

合同负债 22,234,910.03  0.00  22,234,910.03  

其他流动负债 3,038,655.13  644,559.37  2,394,095.76  

负债合计 25,273,565.16  25,273,565.16  0.00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度合并利润表的影响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报表数 假设按原准则 影响 

销售费用 155,788,488.25  164,559,610.89  -8,771,122.64 

营业成本 1,922,119,951.70  1,913,348,829.06  8,771,122.64  

合计 2,077,908,439.95  2,077,908,439.9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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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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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增加2户：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湖南法度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投资新设 

深圳市新国都智能有限公司 投资新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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