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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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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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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准确性、

完整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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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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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7

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77,957,386.94元（含税），占公司2021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的30.37%；扣除此次分配股利后的未分配利润1,120,849,102.48元结转以后年度。2021

年度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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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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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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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的关键之年，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出现变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人

民的社会经济生活悄然发生着改变，智慧城市产业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如今中国数字经济建

设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城市数字化转型、长三角一体化、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政策红



利的进一步释放，数字经济、大数据、国家信息化产业规划的逐步出台，城市精细化管理需求的

日益提高，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资本市场的助力，中国智慧城市产业建设不断向纵深

领域推进。 

2021年，云赛智联紧紧抓住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发展机遇，保持战略定力，加强运营管控，坚

持高质量发展，主动服务于城市数字化转型和社会治理现代化战略，坚持聚焦主业，专注于为 ToG

和 ToB 客户提供从“顶层规划、深化设计、项目实施”到“运营运维、标准规范”的数字化转型

全链服务，广泛参与智慧城市应用示范，积极开拓市场。2021 年，以云服务和大数据、行业解决

方案、智能化产品三大板块为主体的公司经营工作和各项重点工作稳步推进。 

云服务和大数据板块坚持“做优 IDC，做强云服务，做深大数据”战略路径，打造公司城市

数字化转型业务坚实数字底座。报告期内，公司松江 IDC 数据中心完成建设投入运营，并继续投

资 110KV 电力用户站建设，为后续数据中心扩容做准备，云服务、大数据和“两网建设”项目不

断落地，云服务和大数据板块业务持续稳步增长。 

行业解决方案板块不断提升自身的技术核心能力，培养从顶层规划、设计咨询，到平台建设、

系统集成，再到伴随服务、数据治理的全链能力。报告期内，板块涉及的智慧安防、教育、水务、

医疗和检测溯源等诸多智慧城市信息化、数字化应用场景完成实施交付，其中包括花博会、进博

会、世博文化公园等标杆性智慧城市应用项目。 

智能化产品板块业务以自主研发、生产、销售和项目实施为主要业务模式，同时往平台运营、

软硬件一体化终端综合服务方式转型。公司拥有“雷磁”、“棱光”等上海市著名商标和品牌，产

品销售覆盖全国及部分海外市场。报告期内，公司致力于对科学仪器产品进行全面升级，以科学

仪器和检测仪器为抓手，奠定智慧城市数据采集层的硬件基础，为与智慧城市相关的民生业务提

供端到端的行业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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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6,931,923,106.13 6,255,096,435.56 6,248,247,780.27 10.82 6,132,778,109.43 6,126,998,816.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4,453,120,486.97 4,293,284,166.53 4,291,223,621.38 3.72 4,121,364,821.29 4,119,858,972.47 

营业收入 4,992,976,623.96 4,590,488,346.43 4,589,218,681.63 8.77 4,890,587,486.72 4,889,124,109.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56,698,765.50 249,210,128.50 248,655,432.17 
3.00 

241,936,760.43 241,790,818.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54,481,252.13 202,291,820.53 206,572,111.60 -23.63 161,783,749.24 167,733,579.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56,133,853.23 465,621,953.50 465,306,480.49 -66.47 298,893,945.02 303,825,049.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5.883 5.917 5.915 减少0.034个百分点 5.986 5.9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8 0.182 0.182 3.30 0.177 0.17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8 0.182 0.182 3.30 0.177 0.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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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1,854,285.61 1,147,877,402.88 1,208,724,440.17 1,454,520,495.30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6,185,717.90 75,913,154.87 58,029,044.17 86,570,848.56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33,191,115.25 71,588,526.63 45,397,153.19 4,304,457.06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89,710,511.83 -57,215,398.43 62,085,590.30 540,974,173.19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6,24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22,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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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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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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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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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0,000 8,870,000 0.65 0 无 

  
未知 

谢志远 160,000 8,601,000 0.63 0 无   境内自然人 

谢敏 7,085 8,600,000 0.63 0 无   境内自然人 

姚玮俊 -24,400 7,283,871 0.53 0 无   境内自然人 

上海佳育实业有限公司 -13,676,100 6,275,995 0.46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倪华 0 5,300,000 0.39 0 无   境内自然人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0 5,100,446 0.37 0 无 

  
境外法人 

程欣武 28,700 4,805,349 0.35 0 无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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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9.93亿元，归母净利润 2.57亿元，经营性现金流 1.56 亿元。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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