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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32                          证券简称：启明信息                           公告编号：20220-016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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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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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408,548,455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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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明信息 股票代码 00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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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威 洪小矢 

办公地址 
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百合街 1009

号 

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百合街 1009

号 

传真 0431-89603547 0431-89603547 

电话 0431-89603547 0431-89603547 

电子信箱 ir_qm@faw.com.cn hongxs_qm@faw.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启明信息已形成覆盖整个汽车产业链的十大核心管理软件产品，包括产品数据管理系统（PDM）、

工艺过程设计系统（CAPP）、采购交易管理（SCM）、物流管理（SCM）、企业资源计划管理系统（ERP)、

制造执行系统（MES）、办公协同系统（OA）、客户关系管理（CRM）、销售管理系统（TDS）、经销

商服务站管理（DMS）。服务于集团总部、红旗品牌、轿车解放、大众、丰田等130家分子公司，3000多

家上游零部件及原材料供应商，下游近万家的经销商和服务商。启明信息软件产品多年在企业生产经营过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2 

程中的应用，积累了大量数据和技术资产，形成智能制造、智慧物流、数字化营销的数字化应用和解决方

案，助力企业信息化建设和数字化升级。 

全新ERP以微服务为核心的业务中台化全面解耦，从闭源单体架构的商业ERP套件走向分布式微服务

架构的企业运营平台，开创式走在业内前列，并取得宝贵的成功经验。全面完成企业运营管理体系组件化，

敏捷化，轻量化，智能化，进一步沉淀企业运营数据。针对业务发展需求，构建智能制造解决方案（OTD）、

费控、PD财务、财务一体化（EIP）产品群，支撑企业数字化转型需要。 

打造覆盖汽车营销全业务链，贯穿营销客户全场景，集销售服务备品衍生一体化的智慧生态营销管理

平台。以客户为中心，以可视可管可控为手段，围绕客户全旅程，为汽车销售公司、经销商、经销商集团

等组织机构提供一体化营销解决方案，实时响应多渠道客户触点，融合拓展外部生态，整合打通企业多业

务平台，适用于商用车、乘用车、新能源等多行业车企。 

构建端云一体化智能网联云平台，统一支持红旗、奔腾品牌智能网联运营服务，形成乘用车统一运营

平台多触点运营体系，通过用户中心、车辆中心业务能力沉淀，全面支撑C端用户触点数据共享、业务贯

通。为红旗品牌智能网联用户提供精准画像，为主动、精准运营提供数据支撑，提供智能化、场景化服务，

提升网联产品服务的体验和用户粘性。 

探索汽车行业数据价值，基于全营销领域数据建设广宣投放系统、统一报告系统、舆情监控系统、数

字化展厅系统，实现数据体系化、领先算法、人工智能技术综合运用，赋能TB、T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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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2,119,725,628.19 2,235,049,519.50 -5.16% 1,933,833,465.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29,083,851.68 1,300,613,166.26 2.19% 1,180,832,379.52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1,051,192,369.78 1,551,854,245.08 -32.26% 1,521,389,256.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404,720.53 126,687,803.88 -68.11% 90,831,161.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200,642.59 136,415,940.06 -80.79% 77,627,134.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7,991,971.92 78,520,530.99 -313.95% 192,028,691.7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89 0.3101 -68.11% 0.222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89 0.3101 -68.11% 0.22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8% 10.21% -7.13% 7.9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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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56,966,597.42 288,438,359.19 160,311,554.61 445,475,858.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02,026.33 32,230,025.25 6,648,803.80 -4,076,134.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117,487.91 29,501,099.82 5,296,259.32 -12,714,204.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386,778.78 -124,559,534.18 -91,466,152.11 75,420,49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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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589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84,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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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第一汽车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8.67% 198,854,344 0   

长春净月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

区智慧城市建

设发展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7.05% 28,785,379 0   

于行 境内自然人 0.38% 1,553,900 0   

周军 境内自然人 0.18% 734,900 0   

领航投资澳洲

有限公司－领

航新兴市场股

指基金（交易

所） 

境外法人 0.13% 534,874 0   

唐宗兵 境内自然人 0.12% 486,900 0   

陈晓青 境内自然人 0.12% 484,400 0   

李培彦 境内自然人 0.11% 453,800 0   

张甫晶 境内自然人 0.11% 450,000 0   

刘裕 境内自然人 0.11% 45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的其他

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有关联关系或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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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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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许万才 

2022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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