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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 

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本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  

1.3 公司全体董事均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1.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 2016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

了审计，并且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负责人）：吴妍冰   

联系电话：010-59798877 

传 真：010-82684595    

电子邮箱：wyb@9186.com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北二街 8 号中关村 SOHO16 层 100080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元）  1,313,248,732.82   1,107,381,357.53  1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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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元） 

  891,178,740.82   767,052,645.39  16.18% 

营业收入（元） 416,220,203.02   156,799,332.00  165.4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51,846,095.43   78,107,107.57  94.4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元） 

 140,395,114.06   72,294,292.47  94.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 

 218,969,598.23   140,656,117.07  55.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37% 25.34% -27.5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2   0.50  64.0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4.82  4.15  16.15% 

2.2 股本结构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16,551,251 42.22% 78,780,743 95,331,994 51.59%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0 0.00% 1,151,000 1,151,000 0.62% 

      董事、监事、高管 - - - - - 

      核心员工 - - - - -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22,648,749 57.78% 66,819,257 89,468,006 48.41%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19,329,375 49.31% 57,988,125 77,317,500 41.84% 

      董事、监事、高管 2,355,879 6.01% 7,067,637 9,423,516 5.10% 

      核心员工 - - - - - 

     总股本 
39,200,000 - 

145,600,000 184,800,00

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81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限

售股份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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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吴洪彬 8,971,875 28,066,625 37,038,500 20.04% 35,887,500 1,151,000 

2 夏敦煌 5,182,500 15,547,500 20,730,000 11.22% 20,730,000 0 

3 尹航 5,175,000 15,525,000 20,700,000 11.20% 20,700,000 0 

4 

上海鼓扬

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

合伙） 

0 16,000,000 16,000,000 8.66% 0 16,000,000 

5 郭璐 2,000,000 5,702,000 7,702,000 4.17% 0 7,702,000 

6 尹淅 1,894,000 5,606,000 7,500,000 4.06% 0 7,500,000 

7 焦学俊 1,726,500 4,742,500 6,469,000 3.50% 0 6,469,000 

8 许智慧 1,400,000 4,200,000 5,600,000 3.03% 0 5,600,000 

9 吴妍冰 1,230,879 3,692,637 4,923,516 2.66% 4,923,516 0 

10 余伟平 1,243,040 3,416,120 4,659,160 2.52% 0 4,659,160 

合计 28,823,794 102,498,382 131,322,176 71.06% 82,241,016 49,081,160 

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至报告期末，股东吴洪彬、尹航、夏敦煌分别持有公司 20.04%、11.20%、11.22%的股

份，三位股东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确认三方自汇元网设立至今为汇元网的共同

实际控制人，约定在处理有关北京汇元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发展且根据《公司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需要由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作出决议的事项时均应采

取一致行动，就有关公司经营发展的重大事项向股东大会、董事会行使提案权和在相关

股东大会、董事会上行使表决权时保持一致。 

自然人股东吴洪彬与吴妍冰，通过宁波涌之泉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

的股份 2.46%；两者为兄妹关系。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商业模式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公司所处行业为互联网和相关服务（I64）

中的互联网信息服务（I6420）。公司主营业务为新型互联网服务，是以互联网信息服务为

核心展开的平台服务、代理服务与支付服务（互联网支付、预付卡的发行与受理等第三方综

合营销支付服务）。  

公司致力于成为顶级专业化综合营销支付服务商、科技金融方案服务商。公司以互联网

精神“开放、平等、协作、共享”为指引，秉承“汇支付、慧金融、惠生活”的战略定位，

以“源于交易、贵于数据、成与服务、相互成就”的开放经营理念，专注为企业提供互联网

支付、预付费卡支付、宽支付解决方案、聚合支付技术解决方案、定制化支付解决方案等一

系列支付和金融信息服务，提供定制化、大数据精准营销、一站式、全方位、高效的支付及

科技金融解决方案。 

公司拥有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支付业务许可证》、文化部颁发的《网络文化经营许可

证》，连续两年荣获“中国十大第三方支付企业奖”，是国家及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中关

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十百千工程”企业 。 

公司为客户提供上述服务及相关增值服务，通过收取一定的服务费或交易佣金形成的盈

利模式。公司以服务实体经济和供给侧改革、以助力和改善中小微企业的支付和资金融通效

率为己任，是普惠金融和科技金融、中小企业支付方案服务商和金融信息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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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及商业模式均未发生变化。 

报告期后至报告披露日，公司的商业模式未发生变化。 

3.2 报告期内经营情况回顾 

公司在“汇支付、慧金融、惠生活”的战略指引下，受益于前瞻性的市场布局、持续的

产品创新、不断加大的研发投入以及资本助力，在科技金融蓬勃发展、支付需求旺盛、第三

方支付业务规模快速增长的市场大环境中，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416,220,203.02元,

同比增长 165.45%，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1,846,095.43 元,同比增长 94.41% ；总

资产1,313,248,732.82元,同比增长18.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891,178,740.82

元,同比增长 16.18%。公司主要业务模块按照既定的规划稳步发展，并取得了预期的成果，

经营业绩稳步增长。 

1. 主营业务蓬勃发展 

报告期内，随行业发展趋势，公司互联网支付业务发展迅猛，汇付宝全面实现交易流水

超出预期规划，银行网关等业务也有所大幅增长，移动支付(微信和支付宝)交易规模突飞猛

进。公司在保证现有存量客户稳中增长的同时，大力开拓业务新市场，积极为客户提供全套

的技术及支付解决方案，通过对现有业务领域的深入挖掘，以及互联网支付的渠道多样化，

方式便捷化，应用场景多样性，新签商户不断增加，使公司业务收入大幅增长，不断形成新

的收入和利润增长点。 

2. 产业布局日趋完善 

2016 年，公司金融科技发展初见成效，根据以总经理为首的领导班子规划下，在科技

金融团队组建、业务资质申请、系统研发、战略资源整合、商务拓展等方面均取得了阶段性

的进展，实现了金融科技业务进一步提高。同时，通过对外投资，公司完成了十余项对外投

资决策，并逐步落实实施，形成现有子公司增资扩展、设立全新子公司、对外投资参股三种

模式结合的外延式发展方案，在完善现有业务链条的同时，不断落子于现有业务相关的其他

产业，扩大公司作为国内领先的第三方支付公司的市场优势，依托各地子公司渠道，为企业

用户提供安全、快捷、定制化及多元化的支付、资金清算、交易风控、技术支持、大数据精

准营销等诸多增值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利用国内第三方支付平台领先者的优势，大力推动具备宽支付概念的“汇

收宝”产品，为广大使用者提供多种支付通道；创新性的打造“慧金融”产品，专注于新三

板企业的助融、助贷、助投平台，支持强连接，理财产品自助接入，实现支付强连接，产品、

服务、渠道、客户共享，安全、专业、快捷、灵活的产品理念；全面推广“汇收银”产品，

提供汇收银盒子、支付一码通、扫码枪、智能 POS机、汇收银 SDK五种形式共用户选择，作

为线下宽支付的代表性产品，“汇收银”通过技术研发，以银行、代理商、服务商、支付机

构、商户五个方面作为接入点，提供全面化、便捷化、定制化服务；为相应中国人民银行“平

台二清”监管思考，公司制定了汇付宝云钱包系统，专为平台定制电子钱包（支付账户）SAAS

系统，平台负责钱包的发行、使用和在支付中作为代理方发起交易，电子钱包用户（包含子

商户和个人用户）注册实名均由汇付宝负责风控审核开户。随着上述产品的研发、推广，公

司进一步完善了现有产业，在国家供给侧改革与消费升级的背景下，致力于建立服务中小企

业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与行业营销支付体系，成为普惠金融和支付的综合服务商，形成以互

联网支付为主线，多种模式相结合的产业发展布局。 

3. 科技研发推动业绩 

公司自设立以来一直注重技术的开发与持续创新。公司着力提升在金融级系统、金融级

数据处理、云计算交易处理、网络安全、移动应用领域的核心竞争力，不断加大对互联网支

付和金融科技相关领域的基础建设投入，以及引进前瞻性技术人才和核心技术，通过科研团

队建设，加强科技研发能力，进而转化为生产力，推动公司整体业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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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6 年研发费用整体投入比例继续提高，未来公司需要对“汇收银”综合支付服

务项目和“基于大数据的移动互联网智能营销安全支付云平台”项目增加研发投入，以满足

公司业务扩张的需求。 

4.资本运作助力发展 

2016 年，公司自挂牌以来利用“中国支付第一股”先发优势，通过定向增发募集资金

4.2亿元已全部到位并投入使用，这代表投资人对公司主营业务、盈利能力、公司治理、规

范管理以及未来发展的高度认可，同时也为公司开辟了融资融智融资源的快速发展新模式，

协助公司完成主营业务扩张、基础建设投入及布局科技金融、投资并购规划，并补充了流动

资金，满足日常经营资金需求；以支付业务为基础，围绕主业开展投资并购，项目团队快速

组建，业务资质、系统、流量、品牌等资源整合。在报告期内，完成了包括新设全资子公司、

原子公司增资、对外投资参股等多项投资决策，通过对主业相关的标的公司以及科技金融范

畴的标的公司的投资，实现并购标的与公司既有资源的优势互补，进而实现新业务高起点、

快速切入、快速形成规模并产生收益。 

3.3 2017 年经营计划或目标 

2017 年，公司将在现有业务基础上，面对广大用户日新月异的新需求，深度开发综合

解决方案和增值服务的能力，以汇收银产品为核心，宽支付、形成完善的产品线技术服务，

把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大力创新产品和增值服务，助力拓展市场边界和应用场景，完善业务

链条。在下一步工作安排中，主要产品汇收银业务发展将伴随行业多元化的成长，通过增资

/设立各地子公司的形式，加强各地优秀团队的吸纳与合作，扩大业务的开展范围和影响力。

针对主要客户行业进行定制化的行业整体解决方案，采用云服务方式来支持客户自建账户体

系，提升客户营销能力。 

2017 年，根据国家发展政策的要求及市场、客户的需要，公司将不断扩大产业格局，

以支付业务为核心，以宽支付为基础连接工具，基于大数据驱动服务，助力企业营销支付、

金融信息服务，推动新科技和新支付的融合交互发展，并不断巩固自身在技术进步和技术创

新方面的竞争优势，逐步延伸公司产业链条，从更多角度服务广大客户群体，全面布局金融

科技生态圈。公司在做好第三方支付业务的同时，通过重点落实跨境支付、香港支付、基金

销售支付、基金市场份额支付、企业征信、消费金融、保险代理等各类业务资质牌照，进入

相关产业市场，从商业模式、业务资质、团队组建、资源整合、投资并购等多维度推动金融

科技布局业务的逐一落地发展，完成汇元科技由支付走向金融科技综合业务领跑者的战略升

级。 

2017 年，将持续提高公司研发水平，充分挖掘公司现有研发团队的积极性、创造性，

提高公司科技研发水平，转化为生产力，完成年初制定的产品研发、运行规划，为公司今后

发展提供充足的科技支持及产品选择。继续加强公司人力资源的建设，吸纳更多高科技人才，

完善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在内的领导班子建设，增加、提拔更多位符合公司发展需求的高

级管理人才，并不断优化公司基层员工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通过有效的岗位培训和考核，

加强公司原有员工的培训学习，提高企业员工个人综合素质、岗位技能及综合工作能力，为

公司持续发展奠定人才和技术基础。制定多样化的激励模式，未来将以长期期权、中期绩效、

短期薪酬的员工利益分享机制，充分调动核心管理及研发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增强凝聚力，

搭建长期发展平台，促进公司长效有序的发展；通过公司发展和整合过程中商业模式的创新，

以多样、灵活、适宜的经营模式提高不同发展主体的活力，为公司未来的长足发展奠定基础。 

2017 年，为将公司现有的竞争优势尽早转化为效益优势，继续扩大市场规模，持续增

强综合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公司在做好自身产业布局的同时，将充分利用新三板创新层平

台优势，发挥资本助力，尽快完成 2017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工作，通过对符合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规定要求的个人投资者或机构投资者募资，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设立/增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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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项目研发，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要求，审慎有效利用募集资金，以满足公司业

务快速发展及未来发展战略的需要，进一步扩大公司的市场规模、技术优势，增强持续盈利

能力，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2017 年面对历史性发展机遇，站在“支付第一股”和创新层高的起点，我们将时刻保

持十年磨一剑的创业初心。通过资本平台融资融智融资源，投资投智投资源，完成人才、业

务和资源的戓略整合，形成相互助力、互相成就的业务生态。致力于成为顶级专业化综合营

销支付服务商和金融科技方案服务商。 

上述经营计划或目标并不构成对投资者的业绩承诺，公司提请投资者对此保持足够的风

险意识，并且注意理解经营计划与业绩承诺之间的差异。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 2016 年 12 月 3 日发布了《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

[2016]22 号），适用于 2016 年 5 月 1 日起发生的相关交易。根据《增值税会计

处理规定》（财会[2016]22 号）相关规定，公司于变更后采取如下会计政策：

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项目，房产税、土地使用

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等原计入管理费用的相关税费，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

调整计入“税金及附加”项目。2016 年 5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税费不予调整，比较

数据不予调整。根据《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 号）相关规定，

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 “税金及附加”项目，房产税、土地使

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等原计入管理费用的相关税费，自 2016 年 5 月 1 日

起调整计入“税金及附加”项目。2016 年 5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税费不予调整，比

较数据不予调整。详见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的信会师报

字[2017]第 ZB10489 号审计报告“三、主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前期差错之（二

十四）重大会计判断和估计一节及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12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

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分别审议并通过的《会计政策变更

公告》。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将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

项目。 
税金及附加 

（2）将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房产税、土

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从“管理费用”项目重分类至“税

金及附加”项目，2016 年 5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税费不予调整。

比较数据不予调整。 

调增税金及附加本年金额 

294,048.65 元，调减管理费用本年

金额 294,048.6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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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公司本年度内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需更正或追溯重述的情况。  

4.3、本年度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变化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 6 个控股子公司，明细如下： 

4.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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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北京汇元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4 月 14 日 

公司名称 主要经营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持股比例(%) 取得方

式 直接 间接 

深圳市前海汇元金服商

业保理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 广东省深圳市 商业保理 100.00  

出资设

立 

天津星云天逸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天津市 天津市 

技术开发

及服务 
100.00  

出资设

立 

天津璀璨星辰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天津市 天津市 

技术开发

及服务 
100.00  

出资设

立 

天津广恒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天津市 天津市 代理业  100.00 

出资设

立 

天津元骏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市 天津市 

科技推广

和应用服

务业 

 100.00 
出资设

立 

天津元牛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市 天津市 

科技推广

和应用服

务业 

 100.00 
出资设

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