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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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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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本公司 2020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人民币-86,208,456.92 元，2020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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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潮软件 600756 
泰山旅游、齐鲁软

件、G鲁浪潮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亚飞 苗成林 

办公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浪潮路1036号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浪潮路1036号 

电话 0531-85105606 0531-85105606 

电子信箱 600756@Inspur.com 600756@Inspur.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所属行业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主要业务涉及电子政务、烟草及其他行业的软件开

发及系统集成。报告期内，公司专注于智慧政府方案和服务供应商的战略定位，持续巩固在电子

政务、烟草行业信息化等领域的优势地位。 

2020 年在政务服务、优化营商环境等领域，国家层面相继印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20〕24 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深化“放管

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重点任务分工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20〕43 号）等文件，

从发文内容来看，跨省通办、智能化、一件事等成为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从各省市实践来看，

在一件事、无证通办、智能办理等方面均进行了很多探索和尝试。作为政务服务信息化领域的领



军企业，公司长期专注于地方电子政务业务，积极参与各级政府行政审批信息化建设，参与制定

电子证照标准，持续多年保持在政府信息化的市场领先地位。公司“互联网+政务服务”整体解决

方案已成功应用到 29 个省份、800 多个区县，支撑各地“放管服”工作及网上政务服务能力的不断

提升。除此之外，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电子政务业务领域，客户预算资金收紧、部分项目暂缓

给行业发展带来挑战与机遇。公司重点围绕疫情之后、业务及市场趋势，持续推动政务服务产品

创新，加快向平台产品转型，形成全链路的数字化能力支撑，助力各地政务信息化建设。行业电

子政务领域，公司继续聚焦市场监管、教育、民政等行业，借助平台及业务优势，持续打造“互

联网+政务服务”行业领先模式，为行业电子政务客户提供优质服务。 

现阶段，在国家经济内循环策略的推动下，快消品作为社会刚性需求，行业发展迎来新机遇，

烟草行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持续深入。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响应国家有关烟草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理

念，基于烟草信息化多年业务经验和领先地位，以产品为核心，加快平台化产品研发，完善智能

商业平台，为快消品行业营销、物流、追溯等领域信息化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平台支撑，促进

业务服务创新，实现平台、业务和应用的持续迭代优化，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 

在其他领域，公司主要面向地方政府及大型行业客户提供系统集成服务。公司在上述业务积

累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技术，不断丰富、完善行业解决方案，积极打造智慧政府

整体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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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3,853,754,996.59 3,553,313,875.22 8.46 3,150,317,729.65 

营业收入 1,328,897,567.58 1,455,590,300.12 -8.70 1,212,528,447.70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

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

入后的营业收入 

1,328,897,567.58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86,208,456.92 27,583,260.87 -412.54 313,985,662.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7,859,626.05 3,180,458.94 -2,862.48 308,759,462.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2,123,932,182.37 2,436,954,708.87 -12.84 2,437,362,614.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13,002,941.75 84,867,513.16 150.98 155,200,482.5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6 0.09 -395.55 0.9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6 0.09 -395.55 0.9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7 1.13 减少5.1个百分点 1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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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753,876.40 198,483,154.81 289,495,190.22 599,165,346.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0,013,050.87 -80,095,449.89 -15,535,422.17 19,435,466.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10,844,023.55 -80,595,910.73 -15,636,621.16 19,216,929.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32,134,838.64 -64,470,845.79 37,192,772.99 372,415,85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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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18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6,06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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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潮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61,881,000 61,881,000 19.09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608,999 5,183,360 1.60 0 未知   未知 

李淑英 2,600 1,953,609 0.60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武汉睿福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2,976,700 1,852,694 0.57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人 

汤臻浩 0 1,660,000 0.51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国通信

托·方信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600,000 1,600,000 0.49 0 未知   其他 

袁广凤 -109,280 1,558,232 0.48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马瑜 472,500 1,501,900 0.46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赵功锋 5,000 1,498,576 0.46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北京九州万力投资有限公司 1,400,000 1,400,000 0.43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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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132,889.76 万元，同比下降 8.7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620.85 万元，同比下降 412.54%；每股收益-0.266 元。2020 年末公司资产总额 385,375.50

万元，比上期期末增长 8.46%；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12,393.22 万元，比上期期末下降 12.84%；

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3.97%，同比减少 5.10 个百分点；每股净资产 6.55 元；资产负债率

44.88%，比上期期末增长 13.47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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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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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年度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公司本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公司共 8 家，详见本附注九、在其他

主体中的权益披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