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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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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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致同审字(2021)第110A009693号《审计报告》

确认：2020年度公司实现的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4,653,432.26元，母公司

净利润为50,157,987.90元，以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按以下方案进行分配： 

1、提取10%的法定盈余公积金5,015,798.79元； 

2、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后剩余利润45,142,189.11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209,049,401.53

元，减去已支付2019年度现金股利8,422,150.80元，报告期末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245,769,439.84

元； 

3、以本次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257,55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

金股利人民币0.20元（含税），共计人民币5,151,000.00元。本次利润分配后，剩余未分配利润人

民币240,618,439.84元转入下一年度。 

若在本预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股份回购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利润分配时，公司维持分

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金额。 

该利润分配方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可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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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量数据 603138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贵萍 韩裕睿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0号科大天工大厦B座6层

01室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0号

科大天工大厦B座6层01室 

电话 010-62672218 010-62672218 

电子信箱 ir@vastdata.com.cn ir@vastdata.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作为国内领先的数据技术产品和服务提供商，为客户提供数据库、数据计算、数据存储



相关的产品和服务。 

数据库是公司的核心业务，在满足性能、安全、连续性的前提下，组织、存储和管理用户快

速增长的数据，同时实现最优的数据库资产配置。数据计算、数据存储是数据库核心业务的重要

补充与支撑，是保障数据库读写、运算、管理、存储的关键产品和技术。它们与数据库形成了“一

核两翼”的业务格局。 

（二）经营模式 

公司的产品主要采用两种方式销售：一是公司与最终客户直接签署销售合同（订单）并发货；

二是公司与分销商签署协议，由公司向分销商发货，再由分销商向终端客户销售。 

公司的服务根据服务的内容分为标准服务和定制服务：针对用户数据中心的数据平台，标准

服务即提供基于年度的定期巡检服务和客户临时故障紧急救援服务等；定制服务即根据客户特定

需求，提供专业增值服务。 

（三）行业情况说明 

公司所属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和战略性产业，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快

速稳步发展、产业政策的支持以及强劲的信息化投资等因素，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产业规模稳

步增长。与此同时，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也给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带来新的机遇。 

2020年 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

提出“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数据正式成为生产要素，战略性地位进一步提升。2021年 3月，

国务院发布了《十四五规划纲要》，强调了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促

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 

数据库是数据要素市场的基座，也是基础软件领域“皇冠上的明珠”。近年来国产数据库市场

份额正在快速提升，国产数据库市场空间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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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069,226.37 689,968,905.74 4.36 659,066,614.13 

营业收入 396,713,025.41 551,293,052.35 -28.04 536,807,377.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4,653,432.26 58,756,539.20 -41.02 54,152,642.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9,677,232.04 54,566,545.26 -45.61 46,895,357.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16,143,545.06 489,417,580.87 5.46 435,417,012.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85,446,289.20 31,161,193.93 174.21 77,147,090.36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4 0.23 -39.13 0.2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4 0.23 -39.13 0.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6.89 12.83 减少5.94个百分点 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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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38,316.01 97,217,782.32 104,118,005.25 104,238,921.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108,404.2 7,318,206.69 8,537,951.77 14,688,86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3,669,506.76 4,104,723.7 7,472,849.44 14,430,152.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2,192,181.5 -5,048,824.83 25,643,794.44 97,043,5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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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3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4,62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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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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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志敏 12,906,130 77,436,778 30.65 0 质押 35,427,360 
境内自然

人 

朱华威 6,554,664 74,570,976 29.51 0 质押 10,795,200 
境内自然

人 

胡巍纳 -316,042 2,844,388 1.13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林子钰 2,367,319 2,367,319 0.94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刘惠 -225,360 2,067,840 0.82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朱柏青 -2,073,000 1,749,000 0.69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林斗丽 907,300 907,300 0.36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郑金金 797,600 797,600 0.32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夏成辉 797,300 797,300 0.32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北京海量联

合资本管理

合 伙 企 业

（ 有 限 合

伙） 

-1,574,995 747,684 0.30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志敏、朱华威为夫妻关系。

根据公司已知的资料，未发现其他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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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9,671.30万元，同比下降 28.0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465.34万元，同比下降 4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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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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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报告期内合并范围包括：北京海量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香港海量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海量数据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广州海量数据库技术有限公司、深圳海量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杭州海量数据存储技术有限公司、雄安海量数据技术有限公司、北京海量物联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海量互联数据技术有限公司、上海瓦迪特数据技术有限公司、南京海量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海量创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海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海量零壹（珠海）股份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