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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42                            证券简称：荣联科技                          公告编号：2022-022 

荣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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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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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联科技 股票代码 002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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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前 程炜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 10号院 106号楼

（荣联科技大厦）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 10 号院 106 号楼

（荣联科技大厦） 

传真 010-62602100 010-62602100 

电话 4006509498 4006509498 

电子信箱 ir@ronglian.com ir@ronglian.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等文件为未来五年

数字经济发展明确了方向和目标。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产业数字化转型迈上新台阶，数

字产业化水平显著提升。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赋能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 

荣联科技作为企业云计算和大数据专业服务提供商，积极践行数字化实践，多年来致力于客户核心业务的全面数字化转

型，公司凭借长期的技术积累在金融、运营商、政府公用、能源及生物医疗等行业领域形成了完整的解决方案。公司主营业

务包括企业服务、物联网和大数据、生命科学三个部分，具体情况如下： 

1、企业服务（系统集成服务和IT运维服务） 

系统集成服务是根据客户信息系统现状和需求，为其提供咨询规划、系统架构、软硬件选型和交付、实施等整合服务。

公司系统集成服务包括：数据中心建设、数据储存、容灾备份、网络和信息安全、智能建筑、安防系统、软件定制开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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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运维服务主要面向IT基础设施，包括服务器、存储、网络等设备，以及操作系统、数据库系统、中间件系统、备份系

统、云管理平台、大数据平台、各种生产和管理应用软件等。通过客户热线、定期巡检、现场支持、远程诊断、驻场外派、

预约值守、备件更换等方式，保障客户系统的稳定运行。公司IT服务主要包括咨询规划、运维管理、业务外包、软件实施开

发、机房搬迁，系统和数据迁移、云托管、云管理服务等。  

2、物联网和大数据 

在物联网领域，公司具备数据采集、数据接入、边缘计算、数据管理和运营服务能力，已形成公用事业（水电气煤暖）

能耗监控、新能源车监控、智能建筑运管控、智慧矿山一体化协同管控方案等一系列解决方案。 

在大数据领域，公司具备多源数据（PC互联网、移动互联网、IOT）和异构（文本、图片、视频、音频、结构化数据库）

采集能力；具备数据分类、标注、清洗和入库能力；具备数据存储、备份、脱敏、分析、展示、安全接入等统一管控能力；

具备数据应用和多系统整合能力，已经在政府公用、能源制造、生物医疗行业形成细分场景解决方案。 

3、生命科学 

在生命科学领域，公司始终坚持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的融合发展，历经多年的积累沉淀，目前已经推出生物信息分析平

台和分析软件、生物信息分析一体机和云服务，并能提供架构咨询、数据中心建设、高性能集群建设、生信分析云平台建设

的完整解决方案。 

（二）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拥有ITSS信息技术服务运行维护标准符合性证书二级、ITSS云计算服务能力标准符合性证书三级、ITSS数据中心

服务能力成熟度标准二级、信息系统安全运维三级、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安防工程企业设计施工维护能力证书

一级、安全生产许可证、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等多项资质，并取

得了CMMI3级、ISO9001、ISO20000和ISO27001、ISO45001、ISO14001等管理体系认证。 

报告期内，公司各项业务技术水平及服务能力持续提升，获得市场认可。公司顺利通过北京赛西认证有限责任公司的严

格审核程序，完成了ISO/IEC20000-1：2018 IT服务管理体系的换版及再认证工作；顺利通过了ITSS数据中心服务能力成熟

度标准二级换证工作，完成了CMMI三级换证工作。公司子公司昊天旭辉、泰合佳通和云生数据新增ISO9001、ISO45001和

ISO14001管理体系认证。 

报告期内，公司在专业技术服务领域获得多个政府部门、媒体机构及行业协会的认可及肯定。其中，荣睿云数据分析平

台荣登“2021数字生态行业数字化应用优秀案例百强”榜单，获“2021数字生态行业数字化优秀案例奖” ；荣联金属矿山数字

孪生多维一体化协同管控方案荣获“2021中国大数据能源矿山行业最佳解决方案”；公司多款产品入选2021大数据产业生态地

图、2021大数据产业发展白皮书、2021数字化转型生态建设百佳案例；品牌影响力方面，公司荣获“2021数字赋能先锋企业

30强”、“2021中国大数据企业50强”、“2021数字生态数字化服务领军企业”、“2021数字生态大数据数据分析领军企业”、“2021

数字生态云计算SaaS服务领军企业”、“2021生命科学领域信息化领军企业”、“2021数字生态智能制造行业领军企业”、“2021

数字新基建·企业云化转型服务领军企业”等多个奖项和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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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4,086,821.67 2,789,628,739.53 19.88% 3,703,685,835.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89,520,215.81 1,398,317,004.24 6.52% 2,628,856,765.25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3,582,522,123.56 2,813,023,478.93 27.35% 3,256,586,981.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306,055.97 -1,082,969,415.90 105.20% 35,607,167.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683,221.88 -1,082,121,037.12 101.26% 8,183,417.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5,518,560.26 114,636,053.57 -200.77% -117,403,933.6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42 -1.6369 105.14% 0.05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42 -1.6369 105.14% 0.05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0% -53.79% 57.69%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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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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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8,584,975.35 788,359,267.34 716,702,490.27 1,488,875,390.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09,934.36 5,448,265.63 4,677,555.52 43,470,300.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03,606.08 3,579,606.30 4,428,537.88 3,771,471.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4,362,149.94 -136,645,232.07 114,128,512.47 241,360,3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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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781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69,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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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东辉 境内自然人 12.06% 80,468,358 75,468,358 质押 80,170,300 

吴敏 境内自然人 5.67% 37,857,107  质押 7,788,200 

长江证券（上海）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03% 26,883,000    

山东经达科技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02% 26,803,212    

杨巧观 境内自然人 1.54% 10,244,200    

江颖 境内自然人 0.82% 5,460,000    

黄学明 境内自然人 0.77% 5,109,500    

中国国际金融香港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资金 2 

境外法人 0.61% 4,070,231    

上海珠池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珠池健

康产业母基金 1 号 

其他 0.56% 3,738,783    

#苏初中 境内自然人 0.41% 2,738,67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持股比例 5%以上股东王东辉先生、吴敏女士为夫妻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股东苏初中通过融资融券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738,675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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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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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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月15日，山东经达与王东辉先生、吴敏女士签署了《股份转让框架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债务置换

协议》。2021年3月25日，王东辉先生、吴敏女士向山东经达协议转让第一批股份（26,803,212股）事项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表决权委托事项生效，山东经达直接持有公司总股本4.00%的股份，同时拥有王东辉先生和吴敏女士所持公司118,325,465股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17.66%）对应的表决权；山东经达在公司中拥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合计为145,128,677股，占公司总股

本21.66%。山东经达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变更为济宁高新区国有资本管理办公室。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1年3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并完成过户登记暨公司控

制权发生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7）。公司分别于2021年9月8日、2021年12月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授予未解锁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合计283万股的回购注销事

宜，公司总股本由670,080,313股调减至667,250,313股，截至报告期末，山东经达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变更为4.02%，山

东经达在上市公司中拥有表决权的比例变更为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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