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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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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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547,481,809.69元。 

根据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

金分红指引》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提出以下利润分配方

案：以实施2020年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公司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0.04

元（含税），以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股本795,695,940股为基数计算，共计拟派发现金3,182,783.76

元，占合并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的30.86%；本次不进行送股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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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百控股 600640 中卫国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魏朝晖 周新明 

办公地址 上海市江宁路1207号20楼 上海市江宁路1207号20楼 

电话 021-62762171 021-62762171 

电子信箱 02162762171@189.cn 02162762171@189.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业务分为两大板块，一是由天翼超高清、天翼云游戏和天翼云 VR 三

大 5G 应用产品构成的 2C2H 端数字娱乐生活领域业务；另一是以云商务直播、云会展、5G 商业

综合体、文化酒店等业务构成的 2B 端的数字营销、数字文旅、数字教育培训三大 5G 垂直赋能领

域业务。 

数字娱乐生活领域业务的主要经营模式是为用户提供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在线视频、游戏、阅



读等互联网文娱内容运营服务。盈利模式为会员付费、内容分发计费、流量结算、产品开发以及

互联网广告等方式。报告期内，公司承接中国电信 5G 文娱类应用产品的开发运营，重点打造天

翼超高清、天翼云游戏和天翼云 VR 三款产品，且为公司的核心产品。主要通过中国电信实体营

业厅、线上欢 goAPP 等渠道以及公司自身发展的互联网渠道进行用户规模的拓展。其中： 

天翼超高清凭借中国电信 5G 大带宽、超高速技术优势，自身 5G+4K+XR 多机位直播特色功能

优势以及专业的运营支撑服务能力，围绕优质内容聚合+流量、线上宣发、能力开放、细分领域一

站式网络视频解决方案，为客户提供多屏观看的 5G 高清视频点播、直播服务，让用户享受 4K/HDR

高质量画质，体验投屏、多机位和自由视点等新型观看方式,提供多场景、多屏、多玩法的全新娱

乐模式。 

天翼云游戏借助中国电信大带宽低时延的 5G 网络，采用远程渲染技术，为 5G 用户打造全网

络接入、高清内容、跨终端体验的云游戏服务平台，满足不同终端、不同类型用户的 5G 时代游

戏娱乐需求，游戏玩家通过即点即玩的方式免下载、跨终端、高画质，随时随地快速便捷地体验

游戏乐趣。平台上的游戏覆盖主机、益智解谜、角色扮演、冒险动作、策略养成等多种类型。 

天翼云 VR 依托中国电信 5G 超高速网络，充分发挥云网协同优势，实现 VR 内容上云、渲染

上云，打造深度体验化的 VR 内容聚合平台。用户通过 VR 一体机、分体式 VR 眼镜等穿戴式设备，

体验巨幕影院、全景视频、VR 直播和交互游戏等服务，以深度沉浸感，连接虚拟和现实，打开新

的感知、交互、融合的维度，彻底改变 5G 时代数字娱乐生活方式。 

5G 垂直赋能业务领域聚焦于政企互联网内容集成服务，通过文化+科技赋能，整合推出以数

字营销、数字文旅、数字教育培训为主的三个垂直版块，全面推出政企行业信息化解决方案。其

中： 

数字营销通过 5G 数据支撑平台，发展数字化融合业务产品、内容运营产品、能力业务产品，

打造垂直行业的客户经营解决方案。包括加强与 5G-2C 产品的能力联动，结合视频彩铃、RCS 大

数据等资源快速筹划视频内容电商化的营销产品；通过大数据解决工具对外部各行业品牌方形成

成熟的标签化服务输出；通过会员服务解决工具聚焦银行、酒店等生活关联行业，提供会员体系

搭建及运营合作服务。 

数字文旅重点打造以数字会展、数字文博、数字商业三个版块为主的标准化产品。以云 XR

数字孪生平台为基础，通过打造 5G+MEC 商业综合体标准化能力，实现 5G 商业综合体营销方案；

通过能力赋能，设计、开发、运营、推广云会展、全域旅游等数字文旅产品，为政企客户输出集

成的一站式解决方案。 

数字教育培训依托天翼云商务直播运营商级别、全场景企业直播能力，结合现有翼党建、动

漫教育等教育培训平台，以 5G+超高清、5G+VR、大小屏融合等新技术赋能，为政府及行业客户

提供标准化、自助式教育培训解决方案。 

此外，公司的酒店运营及管理业务由下属尊茂酒店控股有限公司承接运营。旗下自有、委托

管理及品牌加盟酒店 60 余家，连续多年蝉联“中国最佳酒店管理集团”、“中国服务酒店行业领军

酒店集团”殊荣。酒店品牌包括尊茂 Luxemon、尊茂精选 L-Collection、辰茂 Excemon、之茂 Z-Mon、

茂居 Lushmon 等。 

2020 年的新冠疫情为全社会带来挑战的同时，也为数字产业带来发展良机。各垂直行业的数

字化转型升级正在加快，带来消费场景的变化，在线教育、远程办公、在线娱乐、云政务、非接

触配送等“非接触型经济”快速崛起，基于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的 5G

融合创新应用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应用场景，正在为经济平稳增长提供强劲动能。互联网传



媒行业正在迎来变革，运营商、终端硬件厂商分别占据 5G 网络与技术优势，通过 5G 新内容、新

应用以及新硬件入局抢占先机积累先发优势，将成为 5G 时代重要的平台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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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14,866,466.27 6,822,754,890.76 -3.0470 6,692,861,158.55 

营业收入 4,449,226,016.35 4,178,346,153.44 6.4829 4,546,695,9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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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7,991,062.70 / / /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0,312,690.45 142,074,140.06 -92.7413 262,290,824.3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65,599,529.48 85,430,836.25 -176.7867 200,424,639.5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4,507,220,041.41 4,539,874,931.72 -0.7193 4,476,898,208.22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80,422,846.63 -196,613,772.24   672,258,433.06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130 0.1786 -92.7212 0.3296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130 0.1786 -92.7212 0.3296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0.2278 3.1515 减少2.9237个百

分点 

5.9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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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101,948.09 904,200,640.65 1,086,932,593.90 1,915,990,833.7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56,295,310.15 -30,399,058.59 -71,240,103.91 168,247,163.10 

归属于上市公 -62,588,748.38 -40,401,096.28 -78,940,176.20 116,330,491.38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57,322,818.00 47,774,454.09 -225,643,718.81 40,123,6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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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1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4,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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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

司 

0 407,061,147 51.16 0 无   国有

法人 

中国电信集团实业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0 112,178,462 14.1 0 无   国有

法人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

司 

0 32,823,936 4.13 0 无   国有

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0 13,749,100 1.73 0 未知   未知 

同方投资有限公司 -3,040,900 7,126,733 0.9 0 未知   未知 

上海捷时达邮政专递

有限公司 

0 3,879,383 0.49 0 未知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华安媒体互

联网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3,141,601 3,141,601 0.39 0 未知   未知 

黄明嵩(注) 2,198,563 2,198,563 0.28 0 未知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华安智能生

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1,661,799 1,661,799 0.21 0 未知   未知 



王开湖 1,510,000 1,510,000 0.19 0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前 10名股东和前 10名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中，除

排名第一位的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系我公司的国有控股

股东，与第二、三位中国电信集团实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和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联关系外，公司未知其余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有关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参与配售新

股约定持股期限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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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公司合并实现营业收入 44.49 亿元，同比增加 6.48%；实现净利润 0.15 亿元，其中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0.10 亿元，同比下降 92.74%；主要原因有：一方面报告期内公司紧抓

5G 应用创新契机，加快业务转型，持续推进 5G 互联网产品优化，探索 5G+MEC 商业综合体、行

业 AR/XR 等政企领域商用，加大内容储备、技术支撑和平台优化建设力度，同时传统 4G 业务和

能力开放业务持续萎缩；另一方面受突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公司垂直领域创新及线

下业务规模发展受到限制，尤其是文旅、酒店餐饮等业务板块受到较大冲击，上述业务结构的变

化和疫情影响等综合原因导致当期利润的同比大幅下降。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合并总资

产为 66.15 亿元（-3.05%），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 45.07 亿元（-0.72%）。2020 年经营活动

现金流量净额为-0.80 亿元。 

2020 年度互联网文娱板块五家子公司共计实现营业收入 15.21 亿元，其中天翼视讯收入 6.38

亿元、炫彩互动收入 3.51 亿元、天翼阅读收入 3.37 亿元、爱动漫收入 0.93 亿元、天翼空间收入

1.02 亿元，同比减少 1.50 亿元，净利润同比减少 5.24 亿元，主要由于：一方面报告期内天翼视

讯等公司实施业务转型，全面向 5G 应用升级转化，在内容版权、网元租赁、营销宣传和运营支

撑等方面加大投入，目前侧重于用户规模的获取和积累，截至 2020 年年末三项 5G 应用新用户规

模拓展均破千万大关，高频用户规模占比 30%以上，但直接效益贡献尚未形成；另一方面上游文

化影视行业受疫情影响，整体内容广告类业务发展低迷；同时其他新兴业务领域，收入和盈利规

模尚待培育拓展。 

2020 年翼集分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9.29 亿元，实现净利润 0.15 亿元，同比下降 32.34%，

主要为报告期内大力拓展销售渠道，拓展用户规模。 

2020 年号百商旅和尊茂酒店业务受突发新冠疫情影响较大，两家公司积极落实“复工复产”、

“增收自救”，有序推进各项主业运营恢复。其中，号百商旅开拓营收新增长，抢抓线上会务需求，

实现营业收入 5.19 亿元，净利润 514.79 万元，同比小幅下降；尊茂酒店在严格做好疫情防护工作

的基础上，聚焦业务模式创新，拓展线上外卖产品策划推广，同时严控各项成本费用，整体业绩

影响好于行业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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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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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已经本公司董事会批准。 

本年度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参见年报全文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

化参见附注八 “合并范围的变更”。 

 

 

号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4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