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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921                     证券简称：南凌科技               公告编号：2022-024 

南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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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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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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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司总股本 131,687,37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

利 2.30 元（含税），本年度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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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凌科技 股票代码 30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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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喻荔 王魏琦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1006 号深圳国际

创新中心 A 栋 16 层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1006 号深圳国际

创新中心 A 栋 16 层 

传真 0755-82720718 0755-82720718 

电话 0755-83433258 0755-83433258 

电子信箱 ir@nova.net.cn ir@nova.net.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1、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是为跨区域经营的大中型企业提供安全、稳定、智能的“云+网”整体解决方案、数字化工程及其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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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应用云计算、移动应用、物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构建覆盖全球的智能化云网服务。依托公司现有的网络

平台资源及技术服务体系，叠加创新的云服务，推动企业运营管理在云计算时代下迈向数字化、智能化。 

随着云计算、物联网、5G等应用的快速发展，优质的“云+网”整体服务已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性信息技术基础设

施。公司坚持走国产替代战略，秉承NaaS（网络即服务）和SaaS（安全即服务）的理念，以MPLS骨干网为核心，以“软件

定义”网络等信息技术服务为重点，通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网络通信产品与管理平台，积极响应客户对云计算、移动应用、

物联网、大数据等日益迫切和深入的需求。 

2、公司的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2021年，公司对主营业务结构作出了战略性调整，将原增值电信业务与系统集成业务进行了重分类，确立了以凌网服务、

凌云服务、数字化工程为核心的新业务架构。公司进行业务重分类的原因和目的主要如下：（一）紧随市场变化和客户需求。

数字化正在加快推动增值电信产业的创新，公司提供的企业专用网络正由云网协同迈向云网融合的新阶段，企业专用网络需

要为云、边、端算力的高效协同提供更加智能的服务；（二）公司具备了云服务能力。随着公司在软件定义网络方面的持续

投入，公司于2021年成功推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SD-WAN2.0产品及其他一系列云服务产品。基于骨干网资源、SD-WAN

云架构特性，以及客户服务经验和对行业技术趋势的理解，公司积极开展云网融合及数字化应用等相关业务。报告期内，公

司以网带云，实现网向云的延伸，充分利用在网络、云和客户服务等方面的综合优势，为客户提供云网一体化综合解决方案，

从核心、边缘、接入侧形成“云+网”的全覆盖。 

（1）凌网服务 

企业专用网络是企业业务的核心载体，是企业业务进行云端部署、跨地域部署，与内外部进行数据交互的信息通道。公

司提供的凌网服务，基于公司自主建设的MPLS骨干网，可分别为企业提供基于成熟技术的凌网全球（IP-VPN虚拟专用网解

决方案）、凌网神州（企业级互联网服务）及凌网港（网络基础设施托管服务及其他服务）等一系列企业专用网络服务。 

在数字化经济快速发展的趋势下，为了更好满足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需求，公司凌网服务依托强大的MPLS骨干网络，以

最终用户为核心，可帮助企业打通数据通信的产业链条，为企业经营管理创造更大的核心价值。公司凌网服务按照客户对服

务产品类型、网络带宽以及组网方式的定制化需求，为客户提供“一站式”企业内网和公共互联网服务。 

（2）凌云服务 

公司凌云服务包含云连接、云计算、云应用、云安全等软件定义类服务以及私有云。 

云连接：依托SD-WAN产品线，聚焦于企业云上云下资源互联、云间资源互联等场景。公司SD-WAN产品线能无缝整合

私有云和公有云，方便快速部署和运营，实现低成本、低延迟、高可用性的云资源访问和云间信息传输。 

云计算：即南凌边缘云计算服务，依托全区域的骨干网资源及领先的网络服务能力，基于国内外云计算先进技术打造南

凌边缘计算平台，并结合内部网络资源、技术研发能力、以及方案解决经验，提供云网深度融合的混合、异构、丰富的边缘

计算资源和服务。 

云应用：满足客户需求的业务应用云化，部署于公司云计算平台，降低客户成本，同时满足低时延，高可靠等要求。目

前已部署云WiFi、云灾备等一系列云应用。 

云安全：将以SASE/ SSE架构为基础，构建企业下一代安全解决方案。公司将依托全球范围的POP点，部署云原生的安

全组件，同时结合公司SD-WAN的CPE，不论客户在何处访问资源，都能实现统一的安全策略。 

私有云：利用公司在云网融合领域的专业经验，为用户量身定制性并布署性价比最优、运行安全、可靠的私有云平台，

并提供私有化桌面云办公平台、云视频会议系统、系统容灾备份、用户数据中心基础建设等专业解决方案，保障客户信息数

据安全、应用、存储。 

（3）数字化工程 

依托咨询、规划、设计、定制开发等综合能力，公司面向各行各业开展数字化工程服务，推进智慧城市、智慧园区建设，

致力于提升社会服务数字化普惠水平。数字化工程服务可根据客户的数字化转型需求，开展信息系统规划、实施、运维，实

现数字化服务能力有效供给。 

伴随着公司不断发展，公司利用现代安全识别、身份识别、现代通讯、数字管理等技术为客户提供智慧城市、智慧园区

的建设服务。满足智慧城市、智慧园区基础设施信息化、运营管理精细化、功能服务便利化、组织保障规范化和产业发展数

字化等方面的要求。针对行业客户差异化需求，公司还为其提供定制化软件开发服务。 

（二）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公司目前采取的经营模式是依据专用网络服务行业与云计算服务行业的产业政策、行业特点、上下游发展情况以及客户

需求等因素，结合公司的发展战略、竞争优势、服务经验等因素形成的较为成熟的经营模式，符合行业趋势和公司的实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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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情况。报告期内，报告期内公司业绩保持相对稳定，主要驱动因素如下：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驱动国家信息化发展进入新阶段，有力支撑数字中国和网络强国建设，以及数字经济发展，为技

术创新、产业创新、应用创新提供重要基础支撑。随着云计算的快速发展以及云网融合理念的兴起，网络作为云计算基础设

施建设的重要支撑，其重要性不断提升，同时也在不断的迭代和进化，伴随着云服务的发展也形成了独具云特色的“云网络”

服务架构和模式。现阶段，“云网络”已成为云计算发展的热点领域，并深入到企业上云的各个场景之中，创造出新的业务体

验、新的服务模式与新的产业布局。 

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相关调研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以云专线、云组网、SD-WAN为代表的“云网络”服务市场规模

达到279亿元，数字经济大潮下传统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成为“云网络”产业发展的强劲动力。在此进程中，公司在现有业务的

基础上进行有效调整，积极开展云网一体整体解决方案、数字化工程解决方案等相关业务。公司在持续优化骨干网架构和网

络服务能力，规划及部署网络自主管理平台的同时，不断将自身网络能力产品化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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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第一类限制性股票 24 万股的授予登记（完成授予但尚未解锁）以及实施公司 2020 年度权益分派方

案，公司总股本由 72,919,650 股增至 131,687,370 股。此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按照公司最新股本计算，公司 2019 年基本

每股收益由 1.31 元变更为 0.73 元，稀释每股收益由 1.31 元变更为 0.73 元；公司 2020 年基本每股收益由 1.39 元变更为 0.77

元，稀释每股收益由 1.39 元变更为 0.77 元。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930,826,976.77 880,622,031.65 5.70% 282,515,563.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13,579,133.85 805,146,955.54 1.05% 201,337,594.77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576,734,829.74 495,037,518.78 16.50% 502,177,650.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2,819,946.95 76,068,385.68 -17.42% 71,901,205.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50,499,159.31 73,534,365.75 -31.33% 68,338,366.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026,803.65 103,349,708.96 -52.56% 71,777,418.1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8 0.77 -37.66% 0.7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8 0.77 -37.66% 0.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82% 31.78% -23.96% 4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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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888,942.44 137,192,839.66 150,489,535.51 161,163,512.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881,116.68 13,827,067.17 18,210,802.01 13,900,961.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827,410.13 13,057,580.05 17,745,350.55 4,868,818.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658,076.64 -637,339.09 809,271.37 36,196,79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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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43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7,06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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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树林 境内自然人 26.55% 34,965,000 34,965,000 - - 

蒋小明 境内自然人 26.47% 34,857,000 34,857,000 - - 

深圳市东方富海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03% 14,526,000 0 - - 

深圳市众创佳业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7.11% 9,360,000 0 - - 

成都盈创成长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4% 3,217,580 0 - - 

深圳市远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3% 1,613,790 0 - - 

吴前栋 境内自然人 0.40% 530,040 0 - - 

杨俊侨 境内自然人 0.24% 319,300 0 - - 

王红敏 境内自然人 0.23% 301,716 0 - - 

石志坚 境内自然人 0.17% 228,700 0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陈树林先生与蒋小明先生属于一致行动人关系；

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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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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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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持续加大产品研发投入，推升公司产品和技术的全面升级 

报告期内，公司紧跟技术发展趋势，不断加大研发投入，2021年，公司研发投入同比增长57.45%，达到5,244万元，占

营业收入的9.09%。围绕云网融合、国产替代等战略，公司在SD-WAN、SASE等相关技术和产品研发等方面开展创新，有效

提高了公司在专用网络服务及技术领域的市场竞争力，为推行国产替代、“网络+应用”战略提供有力支持。公司持续聚焦重

点方向，以不断提升产品丰富度，打造“云+网”系列解决方案，满足客户数字经济时代下的转型需求。 

2、创新业务模块分类，迎合数字经济下客户需求 

报告期内，公司对主营业务结构作出了战略性调整，确立了以凌网服务、凌云服务、数字化工程为核心，积极开展云网

一体解决方案、数字化应用解决方案等相关业务。2021年，公司以网带云，实现网向云的延伸，充分利用在网络、云和客户

服务等方面的综合优势，为客户提供云网一体化解决方案，从核心、边缘、接入侧形成“云+网”的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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