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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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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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公司

2020 年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418,817.59 元，加上期初未分配利润

-156,218,226.63元，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151,799,409.04元。由于公司年末未分配利润为负，

2020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该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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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邮科技 60047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孟京京 石旭 

办公地址 
长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麓谷

基地玉兰路2号 

长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麓谷

基地玉兰路2号 

电话 0731-8899 8688 0731-8899 8817 

电子信箱 copote@copote.com  shixu@copote.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业务概况 

报告期内，2020年，公司优化业务结构，立足软件开发、平台运营服务、产品代理销售、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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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工程四大业务板块，实施“四轮驱动”，以科技创新推进业务转型升级，夯实了公司长效发展

的基础。 

软件开发类业务：2020年，公司立足主流技术，统筹资源，以推进邮务、金融、寄递物流、

基础平台四大类业务的重点项目为契机，转型发展软件产品。其中：邮务类业务有序实施了新一

代集邮、机要总包跟踪系统、邮政政务平台等多个在建项目；同时还策划了邮票选题、机要邮件

电子袋牌等新项目。金融类业务建设实施了湖南省分行普惠金融、ETC 等多个项目；普惠金融成

功推广到陕西、福建等省级新市场。寄递物流类业务围绕车管平台启动了二期开发项目。基础平

台类业务成功策划了湖南电力一张图、GIS 二期等项目，其中湖南电力一张图项目实现了外行业

市场零的突破，为平台产品化推广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平台运营服务类业务：2020年，公司以车管平台、北斗/GPS维保项目、短信业务支撑服务为

载体，稳步开拓运营业务。其中：车管平台为邮政车辆管理提供支撑服务工作获得了核心客户认

可。 

产品销售类业务：2020年，产品代理销售以邮政集团、邮储总行统采、国产设备替代适配为

主线，拓展相关业务。其中：公司成功中标了邮储银行 F5维保项目。 

系统工程类业务：2020年，公司系统工程类业务围绕智能分拣、智能安防、智慧旅游三大主

攻方向，持续创新拓展市场。智能分拣方面，完成了广东、陕西、山东等省 5 条小型自动分拣线

工程；在湖南、湖北、安徽、重庆等省市投入使用了邮件智能搁架和皮带机输送机项目、邮件视

觉扫描终端新产品。智能安防方面，完成了广东、山西、贵州、重庆等省、市运钞车、机要车安

防系统、湖南邮储金库安防系统维保、ATM 设备维保等 9 个项目。智慧旅游方面，搭建了自研的

景区票务解决方案，并与辽宁、福建等地的景区开展合作；同时，升级改造了 9个在建项目。 

 

（二）经营模式 

2020年公司寻求创新突破，启动二次创业，深化转型升级，实现扭亏脱困，进一步明确了平

台运营服务、软件开发、系统工程三大业务的业务定位及发展方向。新设立科技发展中心、物流

科技事业部，与车联网运营事业部、软件事业部、系统工程事业部等机构协作并进，负责公司的

创新研发、软硬件产品及提供服务、质量控制。公司建立了集产品定义、技术攻关、原型研制、

迭代开发、联调测试、推广运营于一体的全流程产品研发体系；建立了合格供应商体系，保障采

购产品的质量和稳定性；建立了完整、规范的业务流程和管理体系，逐步形成了市场化导向的营

销和客户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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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行业情况说明 

2020年，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持续恢复，逐步摆脱新冠肺炎疫情负面影响，呈现平稳

发展态势，收入和利润均保持较快增长，从业人数稳步增加。信息技术服务加快云化发展，软件

应用服务化、平台化趋势明显。根据工信部公布的数据，2020年，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规

模以上企业超 4 万家，累计完成软件业务收入 81,616 亿元，同比增长 13.3%； 2020年末，全国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数 704.7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21 万人，同比增长 3.1%，从业人数

稳步增加；2020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利润总额 10,676亿元，同比增长 7.8%，利润增速

稳步增长。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工信部提出从推动数字产业做大做强、推动数字化转型走深

走实及逐步完善数字生态三个方面加快数字中国建设： 

一是，将围绕“十四五”规划纲要列出的七大数字经济重点产业、十大数字化应用场景重点

发力，以应用为牵引，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着力培育开源生

态，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二是，深入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制造业深度融合，以数字化驱动生产方式变革。扩大升级

信息消费，加快信息无障碍建设，以数字化驱动生活方式的变革，让数字红利切实惠及百姓的生

产生活。 

三是，持续提升企事业单位数据管理能力，夯实数据基础；培育大数据交易平台，探索多种

形式的数据交易模式，促进数据流通，切实采好数据、管好数据、用好数据，激活数据要素的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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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545,443.73 410,692,699.22 -0.04 535,588,183.00 

营业收入 341,609,383.11 294,797,161.45 15.88 310,363,83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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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581,737.24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418,817.59 -64,235,909.56   1,634,640.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3,518,932.54 -68,891,082.32   -2,355,03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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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58,642,994.04 167,392,836.16 -5.23 231,628,745.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2,333,797.22 4,026,945.99 1,696.24 -4,609,013.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7 -0.399   0.01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7 -0.399   0.0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830 -32.20 

增加35.03个

百分点 
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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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07,011.88 83,757,994.25 40,292,055.33 196,952,321.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4,211,149.00 4,689,887.41 3,401,810.32 10,538,268.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0,923,871.98 2,775,917.28 -1,647,102.50 6,276,124.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88,447.98 3,350,882.27 -14,956,804.06 84,428,16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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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0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1,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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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中邮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0 53,128,388 32.98 0 无 0 国有法人 

邮政科学研究规划院 0 10,229,332 6.35 0 无 0 国有法人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

有限公司 
0 6,864,000 4.26 0 无 0 国有法人 

魏然 -80,000 1,200,000 0.75 0 无 0 其他 

陈家夫 468,601 1,005,201 0.62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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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小燕 0 765,200 0.48 0 无 0 其他 

田成 -3,300 720,000 0.45 0 无 0 其他 

刘华 410,000 560,000 0.35 0 无 0 其他 

朱永康 88,800 534,300 0.33 0 无 0 其他 

曾月溶 0 393,900 0.24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北京中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邮政科学研究规划院同为中国

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企业，具有关联关系，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

知其余八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具有关联关系，是否为

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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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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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20年度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34,160.93 万元，同比增加 15.88%；净利润 441.93万元，同

比增加 6,865.7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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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相

关规定，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

予调整。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影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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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新收入准则及定制软件开发

业务合同，定制软件开发业务暂

不满足在某一时段内履行履约义

务的三个条件，采用终验法确认

收入。 

合并资产负债表：调减应收账款期末金额 78,570.00 元，调增存货期

末金额 173,410.66 元，调增合同负债期末金额 562,000.00 元，调减应交

税费期末金额 36,396.23 元，调减未分配利润期末金额 430,763.11 元；调

减应收账款期初金额 5,218,417.85 元，调增存货期初金额 8,890,265.60

元，调增其他流动资产期初金额 308,490.57 元，调增合同负债期初金额

17,179,245.29 元，调减未分配利润期初金额 13,198,906.97 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调减应收账款期末金额 78,570.00 元，调增存货

期末金额 173,410.66 元，调增合同负债期末金额 562,000.00 元，调减应

交税费期末金额 36,396.23 元，调减未分配利润期末金额 430,763.11 元；

调减应收账款期初金额 5,218,417.85 元，调增存货期初金额 8,890,265.60

元，调增其他流动资产期初金额 308,490.57 元，调增合同负债期初金额

17,179,245.29 元，调减未分配利润期初金额 13,198,906.97 元。 

将“预收款项”中的增值税调整

至“其他流动负债”，将 1 年以内

不含税“预收款项”列示在“合

同负债”，将 1 年以上不含税“预

收款项”中调整至“其他非流动

负债” 

合并资产负债表：调增合同负债期末金额 547,126.42 元，调增其他流

动负债期末金额 102,866.86 元，调增其他非流动负债期末金额 550,569.42

元，调减预收款项期末金额 1,200,562.70 元；调增合同负债期初金额

417,379.91 元，调增其他流动负债期初金额 107,057.61 元，调增其他非流

动负债期初金额 656,807.73 元，调减预收款项期初金额 1,181,245.25 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调增合同负债期末金额 547,126.42 元，调增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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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负债期末金额 102,866.86 元，调增其他非流动负债期末金额

315,027.94 元，调减预收款项期末金额 965,021.22 元；调增合同负债期初

金额 417,379.91 元，调增其他流动负债期初金额 107,057.61 元，调增其

他非流动负债期初金额 421,266.25 元，调减预收款项期初金额 945,703.77

元。 

新收入准则实施前后，对于定制软件开发项目收入，原按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根据合同

条款，根据新收入准则，公司的软件开发业务不满足在某一时段内履行履约义务的三个条件，采

用终验法确认收入，调整减少期初未分配利润 13,198,906.97元。 

除定制软件开发项目收入确认政策存在差异外，其他收入确认会计政策无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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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