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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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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二、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三、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四、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五、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公司

2021 年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953,653.84 元，加上期初未分配利润

-151,799,409.04元，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147,845,755.20元。由于公司年末未分配利润为负，

2021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该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湘邮科技 60047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孟京京 石旭 

办公地址 
长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麓谷

基地玉兰路2号 

长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麓谷

基地玉兰路2号 

电话 0731-8899 8688 0731-8899 8817 

电子信箱 copote@copote.com  shixu@copote.com  

 

二、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2021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统

计公报》 , 2021 年, 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下称“软件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

http://www.sse.com.cn/
mailto:copote@copote.com
mailto:shixu@copote.com


收入保持较快增长，盈利能力稳步提升，软件业务出口保持增长，从业人员规模不断扩大，“十

四五”实现良好开局。2021年，累计完成软件业务收入 94,994亿元，同比增长 17.7%，两年复合

增长率为 15.5%。2021 年，软件业利润总额 11875 亿元，同比增长 7.6%，两年复合增长率为 7.7%。

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规模以上企业超 4万家，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809万人，同比增长 7.4%。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全球进入数字化经济时代，国家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

展。2021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协同推进数

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快数字社会建设步伐，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营造良好数字生

态，建设数字中国，为科技企业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2022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指出，

要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加强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建设数字信息基础设施，逐步构建全国一体

化大数据中心体系，推进 5G规模化应用，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智慧城市、数字乡村。加快

发展工业互联网，培育壮大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提升关键软硬件技术创新和供给能

力。2022 年 2 月，国务院发布了《“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规划明确坚持“创新引领、

融合发展、应用牵引、数据赋能、公平竞争、安全有序、系统推进、协同高效”的原则，进一步

持续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二是邮政行业。2021 年邮政行业全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赋能“助推器”作用充分

彰显。数智化转型提速发力，寄递四大数据库建设成效初显，进一步发挥商流、物流、资金流、

信息流“四流合一”独特优势，为邮政业各板块业务有效协同，相互引流、叠加销售、交叉营销，

有效促进了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邮政行业在 2022 年相关发展规划中也指出，数字化是中国邮政发展的核心竞争要素。中国邮

政将主动顺应数字经济发展浪潮，推动数字技术与业务深度融合，以数字邮政建设赋能企业转型

升级、提质增效；以物流科技赋能寄递业务每一个环节；以金融科技重置生产要素；以数智化技

术优化升级邮乐平台功能，发挥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四流合一”的独特优势，做到与

核心政企的数据对接，嵌入生产生活场景，建立开放共赢的服务生态。 

2021年，公司进一步拓宽技术市场布局，在立足邮政行业的基础上，加快了外行业市场的探

索与开拓，经营内容进一步丰富，经营范围不断扩大，客户数量显著增加，业务结构逐步优化。 

1.加快外行业市场拓展。2021年公司加快了核心技术、核心产品的研发和成果转化，加大了

自主研发的产品、系统平台在外行业的推广力度。北斗车载终端产品已推广到中国重汽、一汽解

放等多家车厂；为外部公司提供 IDC 一体化建设解决方案并负责建设，集成了公司自研的数据中

台、研发运维一体化平台等软件产品和高性能闪存等硬件产品；软件产品初步拓展到安保公司。 



2.不断扩大行业内市场份额。在稳固集团公司总部业务的基础上，在邮储总行实现了业务突

破。在省级邮政市场方面，加快了普惠金融、中平迁移、车管平台等优势项目在上海、安徽、广

东、福建等多个省级市场的落地。公司在稳步发展邮务板块业务的同时，深化了金融板块和寄递

板块的拓展，各板块发展逐步均衡。 

3.业务结构逐步优化。2021年，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提高经营效益，平台运营、软件开

发、系统集成、代理产品四大业务板块结构占比逐步优化。 

一是平台运营类业务向行业纵深发展。2021 年，公司大力推广研发+运营模式，已开发了车

管平台、物资平台、聚合支付平台等多个平台运营项目。公司不断深化车管平台迭代升级，完成

了车管平台二期开发并上线使用，提升运营服务水平。加快聚合支付运营平台的建设，针对各省

邮政代金业务状况，构建聚合支付新场景。 

二是软件开发业务发挥优势深耕市场。在传统邮务板块完成了集邮选题、邮政政务平台二期

等项目，落地了 GIS 二期、安保二期、集邮业财一体化等项目。金融板块普惠金融项目推广到福

建、上海分行，成功开发了云南、四川等省行的中平迁移项目。寄递板块加大省级寄递市场的开

拓，策划了数字化中心局、国际商业渠道、同城运营等项目，并在福建、湖南等多省落地；车辆

精细化管控项目，成功在北京、河北、湖南、福建等省市推广落地。 

三是系统集成类业务不断加快发展。智能安防加快向软硬件一体化解决方案转型，推进湖南

四类金库升级改造工程。 

四是代理产品类业务稳步发展。加强与优质上游厂商的合作，突出国产替代，不断提升国产

化核心 IT设备及高端设备的维保服务，在稳固集团代理的基础上，在邮储总行代理、国产信创产

品销售方面实现突破。 

 

三、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625,072,624.26 410,545,443.73 52.25 410,692,699.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63,974,890.94 158,642,994.04 3.36 167,392,836.16 

营业收入 463,138,440.67 341,609,383.11 35.58 294,797,161.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953,653.84 4,418,817.59 -10.53 -64,235,909.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3,678,546.37 -3,518,932.54 不适用 -68,891,082.32 



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6,987,073.27 72,333,797.22 -76.52 4,026,945.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450 2.830 减少0.38个百分点 -32.2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25 0.027 -7.41 -0.39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25 0.027 -7.41 -0.399 

 

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63,188,026.80 100,284,976.37 68,518,565.71 231,146,871.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129,585.94 90,177.35 -10,126,864.89 18,119,927.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8,959,906.18 4,641,584.51 -8,552,955.91 16,549,823.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9,397,145.16 -8,835,333.56 -1,895,114.51 97,114,666.50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四、股东情况 

1、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0,06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8,67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中邮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0 53,128,388 32.98 0 无 0 国有法人 

邮政科学研究规

划院有限公司 
0 10,229,332 6.35 0 无 0 国有法人 

江西赣粤高速公 0 6,864,000 4.26 0 无 0 国有法人 



路股份有限公司 

李爱儿 1,888,800 1,888,800 1.17 0 无 0 其他 

魏然 0 1,200,000 0.75 0 无 0 其他 

徐涛 843,900 843,900 0.52 0 无 0 其他 

叶小燕 0 765,200 0.48 0 无 0 其他 

田成 0 720,000 0.45 0 无 0 其他 

刘华 41,300 601,300 0.37 0 无 0 其他 

张天顺 573,300 573,300 0.36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北京中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邮政科学研究规划院同为中国邮

政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企业，具有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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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其余八名

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具有关联关系，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3、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五、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2021年度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46,313.84 万元，同比增加 35.58%；净利润 395.37万元，同

比减少 46.57万元。 

 

二、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4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