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代码：600602 900901

公司简称：云赛智联 云赛 B 股

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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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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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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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度分配方案：公司拟向全体股东以总股本 1,367,673,455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现金

0.54 元（含税）
，共计分配现金 73,854,366.57 元（含税），占公司 2019 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30.54%；扣除此次分配股利后的未分配利润 809,420,101.27 元结转以后年
度。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利润分配股本基数变动，将按
照每 10 股派现金 0.54 元（含税）的比例不变确定分配现金总金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2019 年度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A股
B股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云赛智联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云赛B股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2

股票代码
600602
900901

董事会秘书
张杏兴
上海市徐汇区宜州路180号B6栋9-10楼
62980202
stock@inesa-it.com

变更前股票简称
仪电电子
仪电B股

证券事务代表
胡慧洁
上海市徐汇区宜州路180号
B6栋9-10楼
62980202
stock@inesa-it.com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2019 年，公司紧紧围绕“智慧城市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战略定位，聚焦“强政、兴业、惠

民”目标，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继续聚焦于云计算大数据、行业解决方案及智
能化产品三大板块为核心业务的专业化信息技术服务。报告期内，公司大力开拓 ToG 和 ToB 市场，
进一步夯实产业基础，深耕智慧城市建设与运营，为政企客户提供各类信息化、智能化综合解决
方案。
报告期内，围绕云计算和大数据产业，公司贯彻“做优 IDC，做强云服务，做深大数据，布

局人工智能”的主业发展目标，积极进行战略布局和市场开拓，继续优化数据中心相关业务的 IDC
基础及增值服务、为政企客户提供 IT 解决方案、为政企客户提供满足其业务流程的软件系统和平
台，运用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构建大型业务管理平台。行业解决方案业务的主要经营模式为与系
统集成项目相关的实施与软硬件产品销售。核心业务涵盖智能安防、检测溯源、智慧教育，并逐
步向顶层设计、平台建设和运维、内容服务方向发展，形成了完整的行业盈利模式。智能化产品
业务自主研发、生产、销售及项目实施为主要业务模式，同时往平台运营、软硬件一体终端综合
服务方式转型。
从行业情况来看，进入“十三五”时期以来，我国智慧城市政策密集发布，主要推进电子政
务、大数据与云计算的发展，同时完善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随着我国技术的不断发展，城镇
化水平不断提高，未来我国智慧城市市场规模将进一步扩大。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性领域的快
速发展，为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云计算为例，关键技术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准，
能支持海量并发、混合云、多云管理等复杂应用场景需求。根据中国智慧城市工作委员会预测，
到 2022 年，我国智慧城市市场规模将达到 25 万亿元。2019 年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在依托互联网、
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基础上，在“一朵云、两张网”顶层设计框架下，
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地市选择作为发展战略和工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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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年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年比上年
2017年
增减(%)
10.63 5,458,714,815.07
9.49 4,222,444,401.21
-11.18
277,673,326.92

总资产
6,126,998,816.19 5,538,233,846.39
营业收入
4,889,124,109.96 4,465,559,975.17
归属于上市公司
241,790,818.42
272,238,536.87
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
167,733,579.01
159,955,536.74
4.86
150,480,066.62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 4,119,858,972.47 3,999,124,794.78
3.02 3,818,223,449.05
股东的净资产
经营活动产生的
303,825,049.92
193,103,922.80
57.34
-40,614,542.92
现金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
0.177
0.199
-11.06
0.207
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
0.177
0.199
-11.06
0.207
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
5.985
6.965 减少0.980个百分
7.591
收益率（%）
点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第一季度
（1-3 月份）
1,068,175,289.85

第二季度
（4-6 月份）
1,097,611,290.57

第三季度
（7-9 月份）
1,276,679,281.90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1,446,658,247.64

44,036,891.62

77,721,769.87

63,247,607.77

56,784,549.16

17,916,217.53

49,784,698.51

57,930,036.72

42,102,626.25

-228,364,193.48

-60,128,422.15

-164,889,888.59

757,207,55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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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持有有限售 质押或冻结情况
条件的股份 股份
数量
数量
状态
0 383,337,947 28.03
0
无

报告期内增 期末持股数
减
量

比例
(%)

单位: 股
97,427
100,964

股东
性质

上海仪电电子
国有法人
（集团）有限
公司
云赛信息（集
0 88,948,065 6.50
0
无
国有法人
团）有限公司
上海佳育投资
0 19,952,095 1.46 19,952,095
无
境内非国有
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
谢敏
0
8,592,915 0.63 8,592,915
无
境内自然人
谢志远
0
8,506,000 0.62
0
无
境内自然人
杨蕾
1,046,501
7,994,344 0.58
0
无
境内自然人
杭州乾钧投资 -1,139,200
6,820,913 0.50
0 质押 4,960,000 境内非国有
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
王广汇
-809,808
6,460,300 0.47
0
无
境内自然人
姚玮俊
655,914
6,458,914 0.47
0
无
境内自然人
宋来珠
-3,399,230
6,370,000 0.47
0 质押 4,160,00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上海仪电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100%
动的说明
股份，持有云赛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份，为关联法人。公
司未发现其他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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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8.89 亿元，归母净利润 2.42 亿元，其中扣非以后的归母净利

润 1.68 亿元，同比增长 4.86%，经营性现金流 3.04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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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3 月 21 日，公司召开十届十三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
公司根据财会[2018]15 号文的相关要求，对财务报表相关科目进行列报调整，并对可比会计期间
的比较数据进行了调整，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3 日对外披露的《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
2019 年 4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执行新修
订的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议案》
。
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3 日对外披露的《云赛智联关于执行新修订的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公告》
（临 2019-014）
。
2019 年 10 月 25 日，公司召开十届十九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
公司执行财政部 2019 年 9 月修订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
（财
会[2019]16 号）中的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6 日对外披露的《关于会计
政策变更的公告》
（临 2019-030）
。
（1）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和《关于修订印
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
财政部分别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和 2019 年 9 月 19 日 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
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9）6 号）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
的通知》
（财会（2019）16 号）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
主要影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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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

母公司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据”和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
， “应收账款”，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应收票据”上年年末余额 75,740,153.11 元，
“应收票据”上年年末余额 0.00 元，
款”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上年年末余额 898,524,544.36 元；
“应收账款”上年年末余额 25,115.56 元；
列示；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
，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票据”和
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列示；比较数据
“应付票据”上年年末余额 127,635,744.60 元，
“应付账款”，
相应调整。
“应付账款”上年年末余额 713,786,967.58 元。
“应付票据”上年年末余额 0.00 元，
“应付账款”上年年末余额 177,187.14 元。
（2）在利润表中投资收益项下新增“其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本
中：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本期金额 0.00 元。
期金额 0.00 元。
收益”项目。比较数据不调整。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
、《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和《企
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
（2017 年修订）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
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
。修订后的准则规定，对于首次执行日尚未终止确认的金融工具，之前的确认和计量与修订后的准则要
求不一致的，应当追溯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本公司将因追溯调整产生的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
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
以按照财会〔2019〕6 号和财会〔2019〕16 号的规定调整后的上年年末余额为基础，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合并
母公司
（1）因报表项目名称变更，将“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负债）”重分类至“交 产（负债）
：减少 0.00 元。
资产（负债）：减少 0.00 元。
易性金融资产（负债）
”
交易性金融资产（负债）
：增加 0.00 元。
交易性金融资产（负债）
：增加 0.00 元。
其他流动资产：减少 0.00 元。
其他流动资产：减少 0.00 元。
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加 212,345,205.50 元。
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加 202,345,205.50 元。
（2）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重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 217,483,436.40 元。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 203,257,705.50 元。
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增加 20,673,199.39 元。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增加 912,500.00 元。
其他综合收益：减少 1,758,904.13 元。
其他综合收益：减少 1,758,904.1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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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
留存收益：增加 12,087,638.63 元。

母公司
留存收益：增加 1,758,904.13 元。

以按照财会〔2019〕6 号和财会〔2019〕16 号的规定调整后的上年年末余额为基础，各项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按照修订前后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准则的规定进行
分类和计量结果对比如下：
合并
列报项目
货币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原金融工具准则
计量类别
摊余成本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

账面价值
2,660,342,642.32

列报项目
货币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75,740,153.11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898,524,544.36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70,551,463.81

应收款项融资
应收账款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债务工具)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含其他流动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 (权益工具)
以成本计量(权益工具)

212,345,205.50

应收款项融资
其他应收款
债权投资
(含其他流动资产)
其他债权投资
(含其他流动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5,138,230.90

交易性金融资产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新金融工具准则
计量类别
摊余成本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
摊余成本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
摊余成本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
摊余成本

账面价值
2,660,342,642.32

45,828,456.42
29,681,402.94
858,556,490.90

70,551,463.81

摊余成本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

212,345,205.50

20,673,199.39

原金融工具准则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新金融工具准则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

母公司
列报项目
货币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原金融工具准则
计量类别
摊余成本

账面价值
1,764,396,199.42

列报项目
货币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25,115.56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190,123,047.29

应收款项融资
应收账款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债务工具)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含其他流动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 (权益工具)

以成本计量(权益工具)

202,345,205.50

应收款项融资
其他应收款
债权投资
(含其他流动资产)
其他债权投资
(含其他流动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912,50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新金融工具准则
计量类别
摊余成本

账面价值
1,764,396,199.42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
摊余成本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摊余成本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摊余成本

25,115.56

190,123,047.29

摊余成本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202,345,205.50

912,500.00

（3）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2019 修订）
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 9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2019 修订）
（财会〔2019〕8 号），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9 年 6 月 10 日起
施行，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
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重大影响。
（4）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2019 修订）
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 16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
（2019 修订）
（财会〔2019〕9 号）
，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9 年 6 月 17 日起施行，
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
溯调整。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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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如下：
下属公司名称
上海扬子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仪电电子信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海昌国际有限公司
上海仪电电子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广联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广电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仪电电子多媒体有限公司
上海美多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仪电金槐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仪电鑫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和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仪电科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雷磁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仪电物理光学仪器有限公司
上海仪电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雷磁传感器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仪电信息网络有限公司
上海科技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上海宝通汎球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南洋万邦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南洋万邦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南洋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南洋软件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苏州南洋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云海万邦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南洋万邦（香港）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塞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明通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明顶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明通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成都正通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云赛智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仪电溯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云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信诺时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信诺时代（北京）软件有限公司
上海卫生远程医学网络有限公司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附注“六、合并范围的变
更” 和 “七、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