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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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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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5 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 75,222,040.03 元（含税），占公司 2020 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30.25%；扣除此次分配股利后的未分配利润 969,380,95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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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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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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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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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赛智联 600602 仪电电子 
B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云赛B股 900901 仪电B股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杏兴 胡慧洁 

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宜州路180号B6栋

9-10楼 

上海市徐汇区宜州路180号B6栋

9-10楼 

电话 62980202 62980202 

电子信箱 stock@inesa-it.com stock@inesa-it.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2020年，公司紧紧围绕“智慧城市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和运营商”的战略定位，并紧跟上海

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大趋势，聚焦 ToG 和 ToB 领域，深耕行业细分市场，不断优化结构，加大经营

管控力度，夯实基础管理。面对疫情和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公司坚持疫情防控和经营发展

两手抓，以“稳中求进，进中提质”为工作总基调，坚持企业高质量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深入贯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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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开拓，加大数据中心投资建设力度，开工建设松江大数据



计算中心，优化已有 IDC基础及增值服务，提升云服务 MSP能力，为政企客户提供优质、高效解

决方案，加强大客户合作，深入参与上海“城市大脑”顶层设计”和上海市大数据资源平台的建

设与运营，全力推进市、区两级“一网通办、一网统管”项目，为上海“两张网”建设起到了主

力军作用；同时依托两化融合，带动并深耕各细分行业业务，形成从顶层规划、深化设计、总集

落地、运营运维到标准规范的综合能力。在自主研发、生产、销售基础上加大高端产品的创新研

发，重点攻关核心技术，实现向平台搭建、运营以及软硬件一体化终端综合服务方式转变，保持

国内行业竞争优势。 

从行业来看，2020 年是“十三五”收官之年，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国家层面提出

了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等重大战略部署,信息化、智能化和数字化成为城市数字化转型

的主要工作。在国家密集出台的政策引导和支持下，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

城市新一轮数字化转型建设带来新的发展空间，逐步迈向高质量建设发展阶段。国内各地陆续发

布的数字化发展的相关政策和开展的试点工作，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工作的深入推进，驱动政策红

利的不断释放，将为公司发展带来新一轮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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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6,248,247,780.27 6,126,998,816.19 1.98 5,538,233,846.39 

营业收入 4,589,218,681.63 4,889,124,109.96 -6.13 4,465,559,975.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48,655,432.17 241,790,818.42 2.84 272,238,536.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06,572,111.60 167,733,579.01 23.15 159,955,536.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4,291,223,621.38 4,119,858,972.47 4.16 3,999,124,794.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65,306,480.49 303,825,049.92 53.15 193,103,922.8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2 0.177 2.82 0.19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2 0.177 2.82 0.1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5.915 5.985 减少0.070个

百分点 

6.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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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3,724,922.43 1,000,649,114.66 1,119,120,934.11 1,515,723,710.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962,897.56 67,846,282.22 64,835,710.25 93,010,542.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7,642,047.12 54,943,656.08 57,387,331.74 76,599,076.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0,480,149.38 79,013,159.98 81,542,981.78 555,230,48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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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04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5,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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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仪电电子（集

团）有限公司 

0 383,337,947 28.03 0 质押 191,668,973 国有法人 

云赛信息（集团）

有限公司 

0 88,948,065 6.50 0 无   国有法人 

上海佳育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0 19,952,095 1.46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谢敏 0 8,592,915 0.63 0 无   境内自然人 

谢志远 -65,000 8,441,000 0.62 0 无   境内自然人 

西南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约定购回

式证券交易专用

证券账户 

7,890,000 7,890,000 0.58 0 无   未知 

姚玮俊 849,357 7,308,271 0.53 0 无   境内自然人 

杨蕾 -2,054,681 5,939,663 0.43 0 无   境内自然人 

倪华 850,000 5,300,000 0.39 0 无   境内自然人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454,492 5,100,446 0.37 0 无   境外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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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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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89亿元，归母净利润 2.49亿元，其中扣非以后的归母净利

润 2.07 亿元，同比增长 23.15%，经营性现金流 4.65亿元，同比增长 5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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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20年 4月 23 日召开十届二十三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发布《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

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关于印发修订<企

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财会[2019]8 号) （以下简称“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准则”）、《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债务重组>的通知》(财会[2019]9号) （以

下简称“债务重组准则”）的要求，公司相应变更会计政策。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执行财

政部新收入准则、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债务重组准则。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

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

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详见公司于 2020年 4月 25 日对外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

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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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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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广联实装电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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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仪电鑫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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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宝通汎球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科技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上海云赛数海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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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南洋宏优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南洋道客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云赛智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仪电金槐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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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正通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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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卫生远程医学网络有限公司 
 

本报告期合并范围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六、合并范围的变更”。 

本公司子公司的相关信息详见本附注“七、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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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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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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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 名股东情况
	5 公司债券情况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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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