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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熙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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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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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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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变更为立信会计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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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熙菱信息 股票代码 300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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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岳 胡安琪 

办公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龙东大道

3000 号 7 幢 301 室 

新疆乌鲁木齐市北京南路 358 号大成国

际 10 层 

传真 021-61620216 0991-5573561 

电话 0991-5573585 0991-5573585 

电子信箱 dongmiban@sit.com.cn huaq@sit.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深耕软件工程与信息技术领域二十余年，致力于为智慧城市和政企数字化转型提供核心技术、产品及创新应用解决

方案。公司始终坚持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紧跟行业技术发展趋势，在“大数据+视频双中台”技术能力底座之上积累构建

了从物联感知数据接入、智能数据治理、大数据知识图谱、机器视觉应用到数字孪生可视化展现的端到端的大数据智能应用

服务工具链，向公安、交通、应急、能源、工业互联网等多种智慧城市和数字政府场景下的全栈式智能解决方案，为不同垂

直领域的客户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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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和深化产品化战略，依托多年深耕公安行业科技信息化领域积累的行业经验优势、视频和数据

技术能力，沉淀出多款产品级行业解决方案、行业应用软件产品和大数据工具类产品，赋能多场景下的数据汇聚、数据治理、

数据融合分析、数据可视化展示和行业综合应用等服务： 

  

（一）智慧城市板块 

1、中台服务与基础能力 

（1）“易联”系列物联网关产品 

  

“易联”系列产品将公司十多年沉淀的物联数据接入整合能力，打造形成三款标准化网关产品。“易联”系列产品专注

于数据快速标准化上云，专业化赋能全行业实战应用平台，将城市视频核心业务能力分层解耦、共享开放，将视频和感知能

力赋能千行百业垂直应用场景。 

“易联”系列物联网关产品主要面向行业集成商、项目业主方、生态合作伙伴、渠道分销商，在贵州某市、广东某市、

上海某区等项目上，累计与10余厂家对接接入了15万+设备的音视频、智能感知数据，各项目稳定运行有效支撑客户的日常

业务应用，在多个国家级、省市级重大活动安保中稳定接入数据，有力保障了活动的顺利举行。 

1）易联音视频接入网关 

易联音视频网关是一款面向雪亮工程、 智慧警务、智慧社区、景区、学校、医院、园区、 消防、环保、水务、工地等

应用场景下，能够多协议适配接入各类前端设备/视频平台、通过标准化转换后以GB/T28181协议向上级共享音视频数据的软

硬一体机产品。解决了用户前端感知设备接入数量多、类型多（执法仪、无人机、布控球、车载监控等）、厂家多、协议对

接复杂、移动设备随时上线下线对网关并发处理能力和稳定性要求高等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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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行业内深耕二十余年积累了50+设备厂商、1000+设备型号的接入经验，产品在多地运行稳定。以稳定高性能为特

点的易联音视频接入网关产品能够为客户提供大量设备接入、非标准设备转换、多厂家设备专业整合、快速低成本定制等服

务。 

2）易联视频应用网关 

易联视频应用网关是一款面向公安、 政法委、政府各委办局打造视频应用中台的软硬一体机产品。打造视频应用中台，

向各种专项应用平台统一提供视频应用能力。 

同时在智慧社区、景区、学校、医院、园区、楼宇、 消防、环保等场景下，配套多浏览器兼容的高性能页面播放器，

能够将音视频数据通过国标协议进行海量接入管理、高效共享转发， 并提供高质量播放显示。 

易联视频应用网关以业内领先的微服务架构，支撑覆盖行业内所有互联网视频协议，辅助以视频加速机制和精细化的权

限控制等特色功能，实现对视频应用的强力支撑。 

3）易联数据接入网关 

易联数据接入网关是一款面向智慧城市、治安防控、 城市治理、智慧校园、智慧园区、智慧社区，实现前端感知数据

汇聚，能够将海量人、车图片和各类结构化智能感知数据统一汇聚接入、标准化转换、数据链路监控、可视化运维的软硬一

体机产品。 

基于用户对于大量智感知数据统一管理的使用需求，产品专注多样化数据的统一汇聚，解决客户的数据标准化接入难题，

使其聚焦在对物联网数据的上层使用上，低成本建设/推出更加实战化智能化的应用平台。 

该数据网关支持多种数据的向导傻瓜式配置接入，支持自研数据规则引擎，彻底解决客户数据接入难的问题；在数据接

入统计和问题排查（丢数据、数据延迟等）方面重点优化提升，具备异常告警、数据实时统计、向导式问题排查等功能，有

效降低数据接入运维的难度和成本。 

（2）视频中台产品 

1）视图数据治理系统 

视频图像数据是支撑人工智能和机器视觉应用的核心数据来源，当前视图库系统已经在以公安为代表的多个行业进行了

长期的部署实践，有了较为成熟的应用实战经验。在此基础上，视频图像数据治理的重要性也日趋显现。对于各类视图数据，

数据本身的准确性，及时性，可用性尤为关键。 

视图数据治理系统针对视图数据所涉及的各类数据进行汇聚整合，提供专业针对各类数据的治理工具，实现提升视图数

据质量，支撑精准人工智能应用。 

  

2）视图资源库管理系统 

熙菱“视图资源库管理系统”是基于公安部《公安视频图像信息应用系统》GA/T1400.X-2017系列标准，以云计算、云

存储、大数据技术为支撑，融合接入多厂家算法，对视频图像的原始信息进行内容解析，将获得的结构化信息与其他感知数

据（GPS、WIFI、RFID等）和原始视频数据相结合，构建一套规范化的视图数据采集、标准入库、资源管理、专题建设、智

能应用的新一代视频图像信息数据库，面向全警种业务应用提供以视图为核心数据服务能力的系统。 

视图资源库管理系统通过结合警务数据关联分析、大数据挖掘，形成各类专题库，同时通过对结构化数据、物联网感知

数据、警务数据的统一接入、清洗和分析，构建各类主题库。 

熙菱视图资源库管理系统目前已在全国多个地区实际应用。该系统将上海市某区公安现有综合管理平台，卡口平台、解

析平台、交警平台等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按照统一标准汇聚至公安网视频图像信息资源库（视图库）中，每天产生约

8000万条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车辆卡口约13.7万路，每条产生约22000万条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为用户实现各平台

数据的有效关联,供各警种部门查询检索,为实战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 

（3）数据中台产品 

1）智能数据治理平台 

智能数据治理平台是一款面向业务数据管理人员提供的针对海量数据资产进行一站式管理的平台，同时也是面向数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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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员提供的高效治理工具和支持相关智能应用的数据服务能力中心。 

智能数据治理平台主要用于不同行业的数据中台构建，能够基于行业数据标准规范，结合用户数据实际情况，运用数据

元管理、数据资源管理等相应功能建立特色数据标准体系。同时在数据治理工作过程中使用了基于知识图谱的智能推荐算法，

降低了行业数据治理对人员的要求，提高了整体治理效率。 

目前公安行业是公司智能数据治理平台应用的优势场景。报告期内已在某地级市的社会治安防控实战应用项目中实际应

用，是全国第一批采用部标3.0进行公安数据治理的平台。已完成80+数据表、接入数据200亿+、600+字段对标、80+标准代

码转换；建设完成2亿+人员主题库、6.5亿+轨迹专题库、2.7亿标签专题库、3000万模型应用库、7000万关系专题库。建设

了1000+地方标准数据元和完善的数据服务和应用管理体系，为大数据管理与应用提供强大的基础能力。 

2）得心可视化业务重塑系统 

  

得心-可视化业务重塑系统是一款无需专业能力，即可快速配置出可视化应用的低代码开发平台。它以数据接入为核心，

组件配置为支撑，多场景构建为依托，完整实现从数据到产品应用全过程的配置化。可轻松、快速、高效地满足各行业用户

的数据分析及可视化展示的需求，进而为实际生产提供决策支持。得心可视化业务重塑系统通过无代码轻松创建可视化应用、

多场景构建解决多行业问题、支持多种数据接入和按需整合，帮助客户实现特定业务场景下兼具视觉效果展示和业务交互能

力的可视化实战应用方案。 

目前，得心-可视化业务重塑系统已推出两个成熟的场景化解决方案产品： 

①“保”系列：主要面向大型活动、疫情管理、智慧社区、智慧园区、市域治理等领域，为公安、政府等客户提供全面

且专业的解决方案； 

典型场景1：赛事/展会/活动的实时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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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得心创建专项安保可视化大屏，地图场景结合实时视频图像数据、地图地理数据、交管信息、互联网票务数据等第

三方平台数据，通过各项数据分析展示，地图功能的双向联动，立体可视化地将整体态势展示在指挥调度人员面前，真正做

到了“一屏观天下”。 

 

 

典型场景2：辅助基层治理，建设数智政务 

基层治理可视化大屏以“提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为目标，以地图为核心，涵盖资源信息展示、地图场景

联动、风险事件预警、指令下发等多个功能，做到了时间和空间的完整结合。使政务人员可实时感知基层态势，及时决策，

迅速治理。 

典型场景3：智慧园区 

利用得心的pwc构建器，可快速完成真实世界的模拟还原，通过对接不同类型的传感器，形成多源异构的平行世界，实

时打通真实世界的当下状态，并在虚拟世界进行还原，帮助管理者进行最真实、最微观的治理能力，极大提高园区的经济、

安全、产业建设的综合能力。 

  

②“言”系列：主要面向政府数字化转型、企业日常管理、金融行业、物流行业等领域，以数据为支撑，提供用户精准

决策的科学依据，为全面数字化增砖添瓦。 

 典型场景：企业数字化转型 

利用得心的数据服务中心，可快速打通企业不同部门、不同层级、不同系统间的数据，形成面向最终应用的数据应用中

心，并利用得心可视化大屏的的自主配置能力，针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不同需求，以分布、趋势、关系、分类等多种分析视

角，建立全面的企业经营分析，为实时决策、趋势预判及精细化管理做出关键助力。 

 

2、解决方案与业务应用 

（1）智慧公安场景应用与解决方案 

1）视频图像综合应用系统 

视频图像综合应用系统基于熙菱的iPaas微服务架构平台开发，汇聚了各类多维感知数据，提供了视频快速调阅图片比

对等图像智能应用、布控告警管理、案件综合研判等功能，并采用多算法协同技术,实现了多维数据综合时空研判能力。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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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公安客户的图上作战、视频调阅、视图分析、时空分析、实时告警、一案一档等多警种、跨业务场景的全方位、立体化综

合实战应用需求。 

熙菱携手用户打造的基于视频监控、智能感知、动态识别、综合研判、布控报警等功能的新一代视频图像综合应用系统，

深入公安多警种、跨业务的应用；项目实现了对预警信息的迅速响应、精确研判、快速打击，实现了AI赋能公安实战的智慧

防控。 

2）多维感知大数据融合实战系统 

  

天启“多维大数据融合实战系统产品”是面向公安的一款大数据系统，是以视频图像感知大数据为基础，全面融合公安

警务数据，结合大数据、AI智能分析技术，实现公安时空大数据分析的能力，针对各类对象开展特征、轨迹、行为、关系等

方面的智能研判，为公安民警提供侦查破案、情报分析、线索研判、轨迹追踪的能力。可面向市、区两级公安用户，整合社

会面数据和公安云上大数据进行数据融合计算后提供更准确更全面的研判信息。 

天启多维大数据融合实战系统以“整合资源，统筹规划、全面布控、多样采集、智能应用、分级管理、有序联网、多方

使用”为原则，在相关标准及技术框架下，结合对人物、车辆、特定场景、行为模式等的图像智能识别数据，提供多维大数

据融合实战应用。 

3）鹰眼识踪禁毒大数据智能分析平台 

“鹰眼识踪禁毒大数据智能分析平台”是国家禁毒大数据云南中心联合熙菱信息创新研发大数据禁毒打零平台。该平台

在“鹰眼4.0”打零专项行动中应运而生，依托熙菱信息完善的智能大数据+知识图谱技术，融合国家禁毒大数据云南中心的

专业禁毒系统，以打击毒品消费市场的零贩吸毒为目标。一经上线战果显著，形成了从人工研判转向智能化、数字化主动发

现的全新禁毒工作模式，获得了广大用户的高度认可和好评。 

以此提升禁毒的能力和水平，系统实现融合公安大数据各类资源“零门槛”、“零壁垒”对接融合，大力开展实战化、智

能化算法模型研发攻坚，积极深化“线索主动发现+研判自主灵活+情报联网推送”业务模式。 

4）智慧警情分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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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情多维智能分析系统作为“情指勤督”一体化指挥系统的“中枢大脑”，充分应用熙菱数据中台和应用中台能力，结

合语义分析引擎，为客户构建警情标准数据体系、自动化警情标签体系，并刻画以警情为核心的全维度警情画像及警情知识

图谱,是面向警情全生命周期的分析平台和能力开放服务平台。主要能力包括： 

1) 构建基于语义解析算法技术和融合公安业务⼤数据下的警情智能化分析能力； 

2) 构建以警情事件为核心的警情知识图谱； 

3) 为情指全流程业务提供能力支撑。 

5）治安防控体系解决方案 

  

治安防控体系解决方案通过标准化城市创建活动，在圈层查控、单元防控、要素管控等业务环节，运用物联感知、视频

结构化、国产化云平台、大数据处理、算法模型等先进科技手段，积极深化“1+9+T”的各类业务应用；建成“一键获取、

一图感知、一体研判、一屏联动、一号服务”警务管理模式，充分整合社会各方资源信息，全面提升社会治安联动联控能力。 

公司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以通应用、通能力、通数据为特色促进了公安内部各警种深度融合；以通业务推进“标准统一、

异地受理、远程办理、协同处理”的“零跑”民生服务新模式，大幅提高公安服务的标准化、协同化、智能化水平。同时能

够有效利用公安大数据平台数据、有效汇聚治安综合业务应用系统数据、政府政务数据和互联网数据以及城市物联网数据，

全面支撑技术与业务的融合，不断释放数据智慧，实现决策科学化、治理精准化、服务高效化的目标。 

报告期内，公司承建了西南某地市社会治安防控实战应用项目，在用户已有的信息化成果基础上，将感知设备、数据资

源、应用系统相融合，实现治安防控工作从“以人为主”向“科技化”转变；强化对“视频感知数据+公安业务数据+政务数

据”的治理、应用，提高警种业务智能化水平。 

6）大型活动安保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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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活动安保解决方案面向举办大型活动的城市，立足城市空间维度，由城市外围向内层层递进、层层递紧，形成外围

圈入城封控、警戒圈流动管控、核心圈现场防控的三层城市防护体系，建设情指勤一体化的安保指挥中心，构建以大数据智

能应用为核心的AI智慧安保新模式。根据大型活动安保工作需求、实战业务情景，从集成融合、数据管理、应用升级、可视

化管控等角度量身打造重大活动安保数字化实战平台，打造综合态势展示、实时监测预警、数据研判分析、协同联动处置等

安保主题，扩展技侦手段，提升安保防控能力，保障大型活动“安全、有序、宽松、尊严、高效”地开展。 

连续数年来，公司参与了包括亚信峰会、G20峰会、中非论坛、连续四届进博会、连续两届环意RIDE LIKE A PRO长三角

公开赛、北京冬奥会等国家和世界级重大活动，始终作为大型活动安全保障的守护者，为一线保障保驾护航。 

（2）智慧城市场景应用与解决方案 

1）市域社会基础治理可视化实战平台 

  

市域社会基础治理可视化实战平台是面向市/区县/乡镇街道多级综合指挥中心提供城市综合治理业务的工作平台，系统

整合了城管、12345、物联网、工单系统、等多方面数据，基于大数据、可视化、二三维地图、AR实景融合等技术，对辖区

内关注的社会治理关键要素进行上图展示，使各级指挥人员能够清楚了解每个层级的基本情况、基础数据，以及管理边界。

形成治理事件从发现到受理指派、处置、核查结案、考核评价、督察办结的业务闭环。 

市域社会基础治理可视化实战平台，为适应城市管理精细化的趋势，基于可视化基础平台能力和数据分析能力构建了“一

核四化”基层治理平台，对城市内的资源和事件进行精细化管理。打通各数据库的壁垒，对需纳入监管范围的事件、资源、

重点人员、重点场所进行全方位的监控，辅助用户在突发状况时高效地进行指挥调度，全方位感知事件态势。 

2）智慧消防大数据应用赋能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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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消防大数据应用赋能解决方案，通过构建感知设备和消防业务之间桥梁，全面提升消防救援整体作战水平。结合易

联网关系列产品和视频及数据中台能力，通过视频联网网关进行预先接入、传输至视频联网平台，由视频联网平台统一共享

推送至业务系统使用，协同视频资源，通过4G/5G 公专网的方式进行接入传输并共享，实现视频资源集约化管控。方案不仅

解决了统一汇聚各时期各厂家多种型号设备数据统一汇聚的难题，充分利旧，保护已有投资，同时能够解决数据共享难的问

题，形成数据资源池，统一对外共享，破除各系统间的壁垒，打通数据孤岛，使各应用系统都能充分使用标准化的数据。实

现了实时采集汇聚感知设备数据，提前发现火灾隐患，做到以防为主，防消结合，全面提升火灾监测预警能力；汇聚多元消

防动、静态数据，及时督察责任单位，破解消防部门有限警力无限责任困局，持续提升火灾风险治理水平。集约化建设基础

设施和信息胸痛，充分发挥视频资源整合效果和业务协同能力，服务实战，全面提升消防救援整体作战水平。 

3）智慧园区解决方案 

  

公司的智慧园区解决方案依托数据中台+视频融合能力，快速构建智慧园区应用。基于视频、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

AI、3D等数字化技术，对园区的人、车辆、设备和资产设施进行管理，实现所有数据融合统一、状态可视、业务可管、事件

可控，使园区更安全、更舒适、更高效、更低的运营成本，持续卓越运营。 

该解决方案通过大数据平台，实时准确获取园区动态，提供数据获取、分析及可视化应用服务，实现园区收入精准盘点；

运用大数据可视化，对园区运行的主要指标数据进行实时监测并可视化呈现，从安防、人员、车辆、设施、资产等多个维度

展示园区综合态势，实现重要数据集中呈现和高效管理；集合周界防护、访客管理、人员车辆布控、电子巡更、智慧消防等

安全功能；叠加资源预定、视频会议等企业功能；辅以人员考勤、园区圈子、智慧食堂等员工功能；打造 “可视、可控、

可管”的园区数字大脑，驱动业务数字化转型。 

（二）网络安全板块 

公司全资子公司固平安全是一家提供网络安全咨询、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信息安全风险评估、商用密码应用安全性

评估、网络安全技术服务、工业互联网安全评估服务的专业机构。 

固平安全的主要业务包括： 

1、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依据国家及行业网络安全等级保护相关标准，对网络和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状况提供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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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评服务； 

2、信息安全信息风险评估：依据国家及行业信息安全相关标准，对信息系统和资产所面临的威胁、存在的弱点、造成

的影响，以及三者综合作用所带来的风险的可能性的评估； 

3、网络安全咨询和培训：为用户提供信息安全领域内的政策、标准、技术等方面的咨询、规划和培训服务； 

4、商用密码应用安全评估：依据GB/T 39786-2021《信息系统密码应用基本要求》，对采用是哪个用密码技术、产品和

服务集成建设网络和信息系统中，对其密码应用的合规性、正确性和有效性等进行评估。5、工业互联网安全评估服务：依

据国家及行业工业互联网安全相关标准，提供工业互联网安全评估和工业互联网企业网络安全分类分级等方面的咨询、评估

和技术服务。 

报告期内，固平安全完成了多家政府、能源、金融、电信、交通、医疗等企事业单位的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信息安

全风险评估、网络安全技术服务和咨询项目，并逐步构建起涵盖信息安全风险评估、信息安全整体规划、网络安全等级保护

的网络安全整体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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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5,321,865.38 913,135,324.67 9.00% 935,239,401.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82,682,993.52 281,018,225.58 71.76% 417,946,154.51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145,338,510.42 270,490,732.22 -46.27% 281,056,625.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5,458,589.69 -135,771,182.76 37.06% 8,963,638.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2,095,632.14 -136,086,384.82 32.33% -28,562,566.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330,853.13 -46,109,160.10 217.83% 49,926,825.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11 -0.826 38.14% 0.05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11 -0.826 38.14% 0.05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67% -38.67% 6.00%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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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85,986.23 43,511,988.27 32,101,816.74 41,738,719.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191,373.80 -15,827,118.97 -24,249,860.95 -65,572,983.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01,597.14 -16,028,192.06 -25,165,736.36 -51,903,300.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89,329.96 1,387,731.00 -8,414,837.07 54,768,62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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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02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21,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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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开文 境内自然人 27.85% 53,880,000 40,410,000 质押 
12,000,00

0 

岳亚梅 境内自然人 10.08% 19,500,000 15,750,000   

余朝辉 境内自然人 4.18% 8,080,808 8,080,808   

张建飞 境内自然人 4.18% 8,080,808 8,080,808   

吴锦文 境内自然人 4.18% 8,080,808 8,080,808   

阿拉山口市鑫都技术

服务有限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71% 5,247,917 0   

北京泰德圣投资有限

公司－泰德圣投资泰

来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2.61% 5,050,505 5,050,505   

UBS AG 境外法人 0.63% 1,214,581 1,010,101   

万家基金－农业银行

－万家基金金玉1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55% 1,062,400 0   

万家基金－中泰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万家

基金安泰4号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51% 979,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何开文先生和岳亚梅女士是夫妻关系，一致行动人；阿拉山口市鑫都技术服务

有限合伙企业是公司员工持股平台；除前述情况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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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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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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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发生的重要事项，详见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第六节重要事项”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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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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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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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重要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