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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178        证券简称：天亿马        公告编号：2022-033 

 

广东天亿马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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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洁芝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蔡浩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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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中审众环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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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112,000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4.00元（含税），送红股 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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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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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天亿马 股票代码 30117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华青  

办公地址 
广东省汕头市海滨路 55 号海

逸投资大厦 4-5 楼 
 

传真 0754-88983999  

电话 0754-88880666  

电子信箱 Securities@tym.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营业务基本情况 

公司系一家智慧城市解决方案提供商，致力于融合应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GIS、

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客户提供项目总体规划、方案设计、软件研发、项目实施及

运维服务一体化的信息技术解决方案。公司已形成社会网格化管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互

联网+政务服务”等一系列典型解决方案，广泛服务于公检法、交通、教育、医疗卫生等政府

部门、事业单位及企业客户。 

凭借多年在信息技术领域积累的丰富经验，公司以核心技术和关键应用为基础，聚焦智

慧政务、智慧教育及智慧医疗等领域，持续提升智慧城市解决方案服务能力。公司已掌握了

地理空间大数据技术、3DWebGL数据加载技术、跨平台高性能实时视频通话技术、大数据分析

与挖掘、视频监控图像识别技术、智能人机交互技术等核心技术，为客户提供成熟的自主软

件产品、定制化开发和完整的项目实施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产品及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主要产品或服务基本情况 

公司致力于为智慧政务、智慧教育、智慧医疗等领域客户提供信息技术解决方案，从业

务类型上可划分为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软件开发及技术服务、信息设备销售、信息系统运维

服务。 

1.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系公司的主要业务。公司提供的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以客户的应用需

求为出发点，在合理规划的基础上，综合应用各种信息技术，通过软件系统定制、硬件平台

搭建等，将各个分离的软硬件设备连接成为一个完整、可靠、经济有效的整体，使之能彼此

协调工作，完成信息系统平台构建，满足客户使用需求。 

2.软件开发及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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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开发及技术服务系公司的核心业务，公司依托深圳、汕头两地研发中心及子公司互

联精英，聚焦于智慧城市领域，持续投入和创新，在政务、教育、医疗等领域开发了一系列

产品和解决方案，同时可为客户特定需求提供定制化产品开发服务。 

3.信息系统运维服务 

信息系统运维服务系公司的传统业务，公司建立了专业服务团队和统一服务平台，打造

形成专业信息系统运维服务模式，可为客户提供包括信息系统集成项目维保服务、驻点运维

服务、企业客户IT运营运维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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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8,213,719.67 446,182,779.10 125.96% 322,105,095.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818,790,589.03 252,972,412.09 223.67% 212,238,025.65 

 2021 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营业收入 467,129,176.10 366,896,926.99 27.32% 275,814,861.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5,657,076.39 54,462,271.53 2.19% 48,114,596.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1,948,488.27 50,994,419.91 1.87% 45,615,713.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3,654,600.68 93,325,631.64 -136.06% 310,055.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53 1.54 -0.65% 1.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53 1.54 -0.65% 1.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22% 23.41% -6.19% 2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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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58,676.18 90,695,869.34 111,207,743.19 232,366,887.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804,516.25 6,831,274.84 8,664,589.27 40,965,728.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89,673.73 6,131,170.02 8,585,014.02 38,221,97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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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64,325,922.92 -26,226,814.28 -25,807,970.91 82,706,10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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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25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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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明玲 
境内自

然人 
28.43% 13,394,160 13,394,160   

广州奥邦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7.25% 3,413,600 3,413,600 质押 1,027,297 

深圳市乐成信

息咨询管理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6.75% 3,179,999 3,179,999   

马学沛 
境内自

然人 
5.47% 2,575,800 2,575,800   

汕头市励志投

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5.47% 2,575,800 2,575,800   

西藏思科瑞股

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91% 1,839,857 1,839,857   

共青城东兴博

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75% 1,767,001 1,767,001   

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信度投资

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75% 1,767,001 1,767,001   

新疆融汇湘疆 境内非 2.17% 1,022,142 1,02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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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投资有限

合伙企业 

国有法

人 

许丽群 
境内自

然人 
2.12% 1,000,000 1,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之间，马学沛与林明玲系夫妻关系，马学沛为汕头市励志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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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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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证监许可[2021]2937号），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深证上〔2021〕1115 号），公司获准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1,778,000 股，每股面值 1.00 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48.66元/股，并于2021年11月12日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35,334,000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11,778,000股，发行后总股本为47,112,000股。 

 

广东天亿马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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