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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71                          证券简称：*ST 高升                       公告编号：2021-18 号 

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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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陈国欣 独立董事 

因身体原因，无法亲自出席

董事会，也无法委托他人出

席 

无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

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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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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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高升 股票代码 00097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文心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 8 号 IFC

大厦 A 座 20 层 2002 室 
 

传真 010-82602628  

电话 010-82602278  

电子信箱 investors@gosun.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主要包括： 

（1）资源类业务： 

①IDC运营业务是通过公司自有机房以及整合电信运营商资源，向客户提供机柜、服务器、带宽等服务。 

②CDN业务主要是在各地机房内投入服务器和网络设备，通过利用公司CDN调度平台和负载均衡管理系统，以及边缘服务

器来提高客户网站的服务承载能力和安全性，从而避开互联网上有可能影响数据传输速度和稳定性的瓶颈和环节，使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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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传输更快、更稳定，同时也加速了用户的访问效果。 

③虚拟专用网服务通过依托大容量虚拟专用网系统平台及运营支撑系统，结合客户所处行业的特点及自身特征，向客户

提供虚拟专用网连接解决方案。 

（2）应用类业务： 

以融合云为主要产品形态的企业云化IT平台（包括IDC、公有云、私有云在内的混合云平台）。融合云主要包括APM（全

链路性能监测与优化）、CMP（多云融合与混合云管理）、ITOM（云及应用运维自动化）等核心功能 

（3）数据类业务： 

以大数据、AI和数据可视化技术为核心的智能决策与可视化产品。通过将海量运维数据进行整合分析，以数据采集和计

算为核心，以业务数据自定义可视化为导向，为用户提供高度灵活的数据采集分析体验，定制化实现客户业务功能需求。包

括：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工地、智慧园区、智慧商圈、智能制造、智能制造等场景。 

（4）服务类业务 

面向行业提供的以通信网络与数字化咨询服务、政企数字化升级服务、智慧服务及应用运营服务为主行业数字化建设的

能力服务，包括企业云服务、企业组网服务、企业视频类服务等。 

    依托多年来的积累，公司不断整合云生态链上下游资源，提供多云纳管、安全运营、统一监控服务，赋能视频、信创行

业应用，构建云网平台及生态的完整布局。聚焦金融、互联网、工业、交通、政务等行业，做产业互联网数字化转型服务者。

后续，高升控股将继续携手合作伙伴服务产业，共创数字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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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4,483,407.88 824,623,140.36 6.05% 900,826,494.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0,970,215.97 -630,181,898.73 116.02% -2,322,911,402.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8,361,176.08 -663,171,501.42 85.17% -1,735,931,617.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9,710,329.68 166,071,996.37 -141.98% 15,841,546.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590 116.95% -2.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590 116.95% -2.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63% -42.56% 51.19% -89.50%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8 年末 

总资产 2,160,900,455.00 2,410,535,538.54 -10.36% 3,348,614,693.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19,953,659.39 1,118,983,443.42 9.02% 1,805,461,38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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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494,801.81 236,024,725.82 191,550,297.43 281,413,582.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021,160.27 36,774,300.99 646,222.08 89,570,853.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71,491.51 19,206,008.16 7,334,824.19 -125,673,499.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615,529.95 -19,702,554.07 -5,844,033.50 6,451,78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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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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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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8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2,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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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百若克

医药生物技

术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5.02% 

158,550,3

96 
158,550,396 质押 109,275,198 

蓝鼎实业（湖

北）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8.55% 

90,178,58

2 
0 

质押 90,000,000 

冻结 90,178,582 

翁远 
境内自然

人 
6.02% 

63,556,19

5 
0   

于平 
境内自然

人 
5.53% 

58,385,44

3 
0   

深圳市前海

高搜易投资

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25% 

55,360,00

0 
0 冻结 55,360,000 

袁佳宁 
境内自然

人 
3.03% 

32,000,00

0 
32,000,000 质押 32,000,000 

刘凤琴 
境内自然

人 
1.72% 

18,137,51

2 
14,684,968   

许磊 
境内自然

人 
1.27% 

13,429,00

8 
11,985,981   

付刚毅 
境内自然

人 
1.27% 

13,388,80

7 
10,041,605   

辛齐 
境内自然

人 
1.22% 

12,864,04

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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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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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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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升控股是一家综合云服务提供商，业务布局覆盖云服务各个环节。公司围绕“资源、应用、数据、服务”四个方面，

为政府、金融、工业、通信、交通、互联网等客户提供“云、网、端”一体化综合云服务及解决方案。形成了以“云网”资

源为基础，“数据+应用”赋能，“产业数字化服务”为价值输出的综合云服务能力。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

化，持续为用户提供更快、更好、更便捷的数字化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包括： 

资源类：以IDC（数据中心）、CDN（内容分发网络）、虚拟专用网为核心的IT基础资源。资源类业务主要为客户提供标准

化和定制化的IT基础资源服务，同时也为公司其它产品及服务提供底层的能力支撑。 

应用类：以融合云为主要产品形态的企业云化IT平台（包括IDC、公有云、私有云在内的混合云平台）。融合云主要包括

APM（全链路性能监测与优化）、CMP（多云融合与混合云管理）、ITOM（云及应用运维自动化）等核心功能。 

数据类：以大数据、AI 和数据可视化技术为核心的智能决策与可视化产品。通过将海量运维数据进行整合分析，以数

据采集和计算为核心，以业务数据自定义可视化为导向，为用户提供高度灵活的数据采集分析体验，定制化实现客户业务功

能需求。 

服务类：面向行业提供的以通信网络与数字化咨询服务、政企数字化升级服务、智慧服务及应用运营服务为主行业数字

化建设的能力服务，包括企业云服务、企业组网服务、企业视频类服务等。 

    凭借多年的技术储备和行业积累，公司已经在云网融合平台、智能大数据平台以及高清视频应用等方面建立了完善的产

品体系，形成了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园区、智慧商圈、智能制造等领域的落地方案。同时以分布式园区IDC、工业专

网以及工业APP等工业互联网垂直行业的产品服务能力为依托，实现对工业互联网产业的持续发力。           

    2020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7,448.34万元，营业成本69,144.70万元；报告期内因部分违规担保经法院裁决担保无效或担

保到期等原因，公司将以往年度计提的预计负债冲回25,140.30万元；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097.02万元。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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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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C 服务 286,129,911.68 30,973,339.16 10.82% 2.94% 141.14% 6.20% 

虚拟专用网服

务 
145,257,242.05 7,621,675.48 5.25% 4.27% -84.89% -30.96% 

通信设计服务 253,794,918.56 116,458,657.32 45.89% -0.79% -8.73% -3.99% 

通信集成服务 81,028,912.66 24,138,267.60 29.79% 40.77% 92.66% 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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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①财政部2017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

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 

（简称“新收入准则”），并要求境内上市

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实行新收入相关

会计准则。 

公司于2018年3月1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

策变更的议案》 

要求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

首次 执行当年年初（即 2020 年 1 月 1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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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

行新收入准则时，本公司仅对首次执行日

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计 影响数进行调

整。  

 

    2017年财政部发布修订后的新金融工具准则和新收入准则，规定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

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上述准则，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新金融工具准则（保险公司除外）、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除上述情形外的其他上市公司，原则上均不得提前

适用新金融工具和新收入准则，即应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本公司董事会已批准本公司于2020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前述新收入准则。 

在新收入准则下，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

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更明确的指引；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

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新收入准则实施预计不会导致本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对财务报表影响不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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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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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上海紫升数据系统有限公司一直未对外开展业务，2020年6月19日，经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已办理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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