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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天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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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异议声明； 

3、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4、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5、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变

更为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976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

金红利 0.25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天利科技 股票代码 30039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京天利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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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大街 30 号院 6 号楼

901 室 

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大街 30 号院 6 号楼

901 室 

传真 010-57551123 010-57551123 

电话 010-57551331 010-57551331 

电子信箱 IRM@ihandy.cn IRM@ihandy.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移动信息服务业务主要包括MAS业务、ICT业务和软件定制业务。其中MAS（MobileAgentServer）业务即移动代理

服务器业务，是公司依托于移动运营商的通信业务资源，整合其他技术资源和服务形式，为集团客户提供包括移动办公、业

务管理、客户服务、客户关系管理等全方位服务的业务。该业务主要服务形式包括为集团客户的日常业务运营提供客户服务

能力、定制开发移动信息服务平台、制定个性化营销方案等。公司目前与三大电信运营商均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业务合作关系，

是三大运营商多省市的全业务代理商。 

ICT业务（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Technology）即信息通讯系统的开发及其运营，是公司直接将传统信息服务资

源整合后，升级打造成标准化、集中式的综合移动信息应用服务平台。公司ICT业务更侧重于为垂直行业客户提供信息平台

化的软硬件服务，其核心是融合短消息、富媒体、5G消息、云技术、物联网等通信服务技术手段，为集团客户提供端到端

的移动信息综合服务解决方案。公司ICT业务的核心业务平台日均服务业务量逾千万条，该核心业务平台采用集群化Paas构

架，保障业务平台稳定性，并实现企业客户向个人用户提供信息服务的数据监控功能。随着5G技术的蓬勃发展，移动通信

服务具备了更强的连接能力、更快的网络速度、更为丰富的数据信息，而作为科技创新的基础能力，移动通信服务也在助力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与相互融合。公司作为行业移动信息服务提供商，一直致力于为集团客户

提供从简单信息化向智能信息化发展的能力和手段，并通过技术融合为集团客户创新更多的融合型智能应用。 

软件定制业务是公司结合多年为大型金融企业客户服务的经验，围绕客户在市场拓展、业务运营等方面需求，为其提供

涵盖平台软件定制开发、终端设备服务、运营支撑服务和综合咨询服务的信息应用整体解决方案。该业务主要服务形式包括

为客户提供移动互联应用解决方案、媒体设计服务、大数据应用开发和产品实施等服务，服务形态包括微服务平台、APP

展业平台、大数据应用方案、5G消息平台、媒体设计服务等。 

公司保险产品服务业务系基于多年保险行业客户服务经验，重点打造包括保险经纪、保险代理、保险科技、保险服务于

一体的互联网保险业务体系，该业务通过公司子公司开展实施。其中子公司天彩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是全国性具备保险网络销

售资质的保险经纪公司，主要面向国内保险市场提供传统以及创新型的专业经纪服务。子公司北京众合四海保险代理有限公

司主要通过代理人团队，在北京地区销售多家大型保险公司的相关保险产品。子公司上海誉好数据技术有限公司是国内最早

一批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平台的企业之一，主要致力于场景化保险的开拓，通过赋能保险行业的服务能力于科技能力，在旅

游出行、教育培训等具体场景中进行保险嵌入，满足场景客户特有的风险保障需求，此外誉好也积极拓展医疗保险的第三方

管理服务业务。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486,604,253.54 565,299,336.97 -13.92% 346,643,06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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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931,604.31 18,790,370.30 43.33% 25,103,860.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483,438.75 15,543,037.27 -225.35% 5,808,176.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47,196.66 -21,882,723.16 121.69% -14,541,047.0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0 40.00% 0.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0 40.00% 0.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87% 4.27% 1.60% 5.99%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517,316,009.53 510,069,014.58 1.42% 519,779,172.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70,793,904.49 447,221,500.18 5.27% 432,545,889.11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19,364,838.20 140,005,513.78 122,730,287.53 104,503,614.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99,685.52 18,363,896.78 2,035,279.78 4,932,742.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19,173.60 -785,211.96 -516,770.83 -16,962,282.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112,203.75 1,166,852.26 -12,106,922.89 22,799,471.04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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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6,431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5,737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上饶市数字和

金融产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00% 49,400,000 0 质押 24,000,000 

钱永耀 境内自然人 22.64% 44,727,521 0   

钱永美 境内自然人 5.63% 11,124,100 0   

天津智汇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00% 9,880,100 0   

江阴鑫源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16% 6,234,47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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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证券－江

阴鑫源投资有

限公司－长城

－鑫源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2.00% 3,952,000 0   

邝青 境内自然人 1.98% 3,908,043 2,931,032   

上海易坛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6% 901,945 0   

罗锦然 境内自然人 0.43% 843,286 0   

陈启良 境内自然人 0.35% 7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钱永美和钱永耀系姐弟关系，江阴鑫源的控股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为钱永美。钱永耀、钱永美、

江阴鑫源和天津智汇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除前述股东外，其他无限售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2020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8,660.43万元，同比下降13.9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693.16万元，

同比增长43.33%；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948.34万元，同比下降225.35%。公司实现

非经常性损益4,641.5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316.77万元，其中主要为：2020年度确认交易性金融资产投资收益919.44万元、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确认的投资收益为447.30万元、诉讼相关事项确认的收益为3,857.34万元。 

业务方面，公司的移动信息服务实现收入19,663.61万元，较上期同期下降5.37%，其中：受运营商结算政策的影响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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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在2020年实现收入541.8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73.89%；2020年ICT综合服务平台业务实现收入15,173.73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1.30%基本持平；公司对软件定制业务投入稳步增长，2020年实现收入4,054.36万元，与上年同期增长14.51%。报

告期内，公司的移动信息服务发生营业成本17,172.9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92%。由于移动信息服务供给侧成本的增长，

导致本报告期的毛利率12.67 %，较上年同期下降9.31 %。 

保险产品及运营支撑服务实现收入28,996.8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8.89 %，主要是受2020年疫情以及保险行业市场环

境变化的影响。2020年度保险产品及运营支撑服务发生营业成本27,812.03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4.64 %，由于保险产品服

务收入同比下降的幅度大于成本同比下降的幅度，导致本报告期的毛利率4.09 %，较上年同期下降4.78 %。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移动信息服务 196,636,071.65 4,743,252.31 12.67% -5.37% -82.20% -9.31% 

保险产品服务 289,968,181.89 -11,401,580.66 4.09% -18.89% -244.63% -4.78%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自2020年01年01日起执行财政部2017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变更

后的会计政策详见第十二节、五、44、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 

于2020-01-01之前的收入确认和计量与新收入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按照新收入准则的要求进行衔接调整。涉及前

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收入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未调整可比期间信息。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项目  2019-12-31 分类和计量影响金额 2020-01-01 

应收账款 46,956,709.63 -17,158,349.98 29,798,35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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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资产  17,158,349.98 17,158,349.98 

资产合计 510,069,014.58 0 510,069,014.58 

预收款项 661,571.99 -472,312.73 189,259.26 

合同负债  472,312.73 472,312.73 

负债合计 51,746,613.37 0 51,746,613.37 

注：上表仅呈列受影响的财务报表项目，不受影响的财务报表项目不包括在内，因此所披露的小计和合计无法根据上表

中呈列的数字重新计算得出。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于2020年11月4日设立全资子公司北京天利融信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天利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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