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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48                             证券简称：南天信息                             公告编号：2021-009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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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381,165,677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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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天信息 股票代码 000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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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起高 沈硕 

办公地址 昆明市环城东路 455 号 昆明市环城东路 455 号 

传真 （0871）63317397 （0871）63317397 

电话 （0871）63366327 （0871）68279182 

电子信箱 000948@nantian.com.cn shensh@nantian.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南天信息是国内知名的金融行业数字化综合解决方案和服务供应商之一，也是国内少数同时集软件、硬件、集成服务的

开发、生产、服务于一体的IT专业厂商，公司深耕行业信息化建设三十余年，以“金融科技”和“数字化服务”为业务主线，积

累了丰富的技术经验和项目最佳实践，累计推出软硬件产品和解决方案1,000多个，实施行业应用系统和工程项目上万个。

南天信息在昆明、北京设立双总部，在上海、广州、深圳、西安、成都、武汉等地设有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拥有覆盖全国的

销售及服务体系。公司坚定地选择金融科技作为公司发展的主赛道，加大内在创新和研发投入，将5G、云计算、大数据、

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充分应用于业务处理、渠道建设、人机交互、分析决策等关键领域，实现科技赋能。同时公司深入

挖掘金融科技与产业融合的潜力，依托公司多年的金融IT专业服务业务领先优势和人才资源，积极拓展“数字云南”和行业数

字化业务。 

南天信息聚焦软件开发及服务、智能渠道解决方案、集成解决方案三大主营业务板块，致力于为政府、企业提供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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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和解决方案，努力成为数字化服务的创领者。 

1、软件开发及服务：公司的软件开发及服务业务，包括为客户量身定制成熟的解决方案、自有软件产品销售、软件开

发与IT服务等，能够基于商业和开源软件向用户交付一体化的云数据中心运维管理软件及服务。目前公司的软件开发及服务

客户以金融行业的银行业为主，公司的自有软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可全面覆盖银行业务系统中的前、中、后台业务体系，广

泛应用于国内大、中、小银行，其中银行核心系统、银行渠道类平台、大数据平台和移动开发管理平台具有重要的行业影响

力，在众多金融机构推广使用；公司智慧党建致力于党建信息化应用领域的理论研究、技术创新和模式实践。南天信息持续

探索软件驱动下的数字化变革，结合多年行业信息化工程的丰富经验，以先进技术为支撑，不断创新产品与解决方案，赋能

行业客户在数字化转型的征程中加速前行。 

2、智能渠道解决方案：南天信息是国内少数集软硬件数字化产品研发与生产实施能力于一身的综合性解决方案及服务

提供商之一，公司智能渠道解决方案主要为金融行业客户提供智慧化、渠道化解决方案。主要包括自助终端解决方案、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行业专用软硬件一体化产品行业解决方案，并不断拓展药店、教育、司法、公安户籍终端等非金融行业智慧

渠道解决方案。金融渠道解决方案全面覆盖国内各大中小银行。 

3、集成解决方案：公司集成解决方案以数据中心为场景，为用户提供建云、业务上云及运营管理整体解决方案，包括

网络平台、系统平台、存储平台、代理软硬件产品等的集成解决方案。根据行业发展趋势，构建了基于云技术的数据中心咨

询规划、数据中心集成建设、数据中心管理平台等全产品链业务。近几年南天信息紧紧围绕软件定义数据中心深耕，形成一

批优秀解决方案，与国内外知名IT企业、互联网企业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客户涵盖金融、政府、交通、电力、能源及科

研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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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4,239,438,172.96 3,303,367,428.19 28.34% 2,779,803,154.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4,996,500.03 59,178,171.08 60.53% 74,771,358.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8,156,937.52 57,963,921.03 52.09% 14,127,575.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1,167,837.36 -138,408,692.26 281.47% 53,020,569.3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95 0.1846 40.57% 0.30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95 0.1846 40.57% 0.30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0% 3.85% 0.75% 5.03%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总资产 4,836,439,264.99 4,036,304,040.40 19.82% 3,096,930,849.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67,714,857.22 1,558,301,273.84 45.52% 1,515,040,3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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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9,120,435.74 1,028,882,296.61 1,042,724,327.21 1,508,711,113.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069,838.17 29,609,796.60 19,909,136.80 92,547,404.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7,204,588.39 29,643,426.87 16,908,709.70 88,809,389.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35,341,172.77 -19,241,207.03 7,469,581.63 998,280,63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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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48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0,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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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1.98% 160,006,707 46,598,322 质押 80,000,000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

业股份有限公司－第

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2.16% 8,243,014 0   

#吉富创业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3% 4,670,132 4,659,832   

严亚春 境内自然人 1.22% 4,659,832 4,659,832   

上海境坦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境坦国鑫定

增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2% 4,659,832 4,659,832   

#滕健 境内自然人 0.72% 2,760,793 0   

南天电子信息产业集

团公司 
国有法人 0.65% 2,488,233 0   

#俞远琼 境内自然人 0.35% 1,337,610 0   

王国史 境内自然人 0.34% 1,303,700 0   

#施燕 境内自然人 0.33% 1,241,65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公司已知南天集团是工投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故工投集团、南天集团属于一致

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也未知以上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1、公司股东吉富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4,659,832 股股份，还

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10,300 股股份； 

2、公司股东滕健普通证券账户未持有公司股份，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2,760,793

股股份； 

3、公司股东俞远琼普通证券账户未持有公司股份，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1,337,610 股股份； 

4、公司股东施燕普通证券账户未持有公司股份，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1,241,653

股股份； 

5、公司股东上海境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境坦道生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普通证券账户未持

有公司股份，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1,189,600 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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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度，公司管理层带领全体员工精诚团结共克艰难，积极应对疫情给市场和公司经营带来的不利影响，受益于国家

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发展，金融行业加快数字化转型、云化转型、强化数据应用而加大科技投入，以及“数字云南”发展契机，

公司以“数字化服务”和“金融科技”为业务主线，深入挖掘金融科技与产业融合的潜力，通过技术与场景、业务与科技的深度

融合，实现科技赋能，全力为客户提供贯穿其IT建设全生命周期的“一站式”数字化服务，赋能客户转型与升级。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8.34%；实现营业利润14,465.8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6.41%；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9,499.6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0.53%，公司经营业绩实现大幅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各项重点工作开展

情况如下： 

（一）持续巩固和加强金融科技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紧密跟踪金融科技发展趋势，持续巩固和加强金融科技业务。公司软件开发及服务业务以银行IT解决方

案为核心，向“大项目+强产品”业务模式转变，大项目上稳步推进邮储银行新核心三期系统、四川农信主机下移及建信金科

数据类产品服务等重点项目，助力邮储、光大、建行等大客户战略落地；持续研发投入打造云智维、智慧通、云平台等产品，

拓展了多家银行客户，同时实施完成海南自贸区“人行资金流监测”项目，此项目得到海南省政府高度认可。公司集成解决方

案在保证高通量、高可靠性、高安全性的基础上，结合国家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的发展，研发具有核心的集成技术支撑系

统，聚焦云集成解决方案、云迁移运维解决方案、云智能开发解决方案等，构建基于云数据中心的全产品线模式，报告期内，

中标中行分布式架构私有云平台、成都银行新数据中心、建行稻香湖扩容等项目。公司智能渠道解决方案抢抓银行推动营业

网点智慧转型的契机取得重要突破，公司为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5G智慧网点承担了所有软硬件IT系统建设，按照“金融

+科技+生态”融合的整体设计思路，助力提升银行网点运营效率和客户金融服务体验，更具人性化而有温度的金融创新获得

央视关注，同时该业务还中标了工商银行、邮政储蓄银行等多个总行级项目，并持续推进运维系统二期开发及测试。 

（二）深度融入“数字云南” 

报告期内，公司抓住“数字云南”和云南新基建的机会，围绕数字政府、智慧旅游、智慧金融等领域，开展“省能耗在线

监测平台”实现国内领先的能耗数据信息资源统一管理和平台云化；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扶贫调查数字终端采购”及“数

字调查综合平台建设”项目，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在“数字云南”建设中，公司将与华为等在应用SaaS层面、大数据层面、

PaaS层面等发挥各自优势和能力，共同应对市场竞争、共同建立及培养专业人才体系。与云投数产集团、建信云能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强强联合共同打造云南省数字经济产业生态。与云南大学软件学院签署合作框架协议，搭建校企协同创新育人平

台，培养满足产业发展需求的特色化软件人才，同时，成功申报云南省省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为“数字云南”的建设培养高

科技人才。 

（三）持续加大研发投入 

报告期内，公司以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开展技术孵化和应用孵化，以“数字化服务”和“金融科技”

为业务主线，2020年累计研发投入3.84亿元，研发了“分布式业务开放平台”“智能数据中心自动化中台”“区块链NBaaS平

台”“金融自助信创产品”等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研发成果并迅速进行了市场转化，并正在全力研发“金融行业智能化云平

台”。同时，通过持续探索一批新技术与各业务场景的融合创新，不断提升科技服务能力，包括帮助金融等行业客户夯实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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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转型，提升经营效率一体化的“云智维管理平台”；提高各能源管理部门基础数据采集能力和范围，实现能源资源数据统

一管理和共享交换，提升工业企业节能减排质量的“能耗大数据平台”；利用AI能力助力各类客户实现场景智能化改造的“统

一生物特征识别软件”；针对“全域旅游”发展大趋势的“南天智慧旅游金融平台”等。 

公司区块链技术已落地食品溯源以及资金穿透监管业务，公司研发的南天区块链基础服务应用平台（NBaaS），已做完

基础设施层、基础服务层、合约服务层的搭建，后续只需要根据行业应用需要在应用层开发，公司正在不动产、再保险、银

行等领域探索实施区块链应用；公司成立了数字货币研究小组，持续追踪数字货币国内外进展，开展相关政策、专利分析，

并已做了相关技术储备，公司目前正在与有关政府部门、企业进行应用探讨和研究，谋求数字人民币在边贸跨境支付方面的

业务机会。 

（四）融入信创生态推动信创业务落地 

公司积极响应国家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发展，已加入“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工作委员会”（以下

简称“工委会”）工作；已成立“公司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工作委员会”，协调内、外部资源，推动信息技术应用创新领域业务创

新能力、市场推广能力和行业影响力。2020年，公司参与工委会多个工作组、安全中心和金融信创服务中心，参与人工智能

白皮书和团体标准规范等编写工作；加入人民银行指导下的“金融信创生态联合实验室”以及北京金融科技产业联盟，参与分

布式数据库应用与实践编写等工作；开展国产硬件和基础软件适配工作，以共生、共赢、共发展的模式，加强与华为、建信

金科、腾讯、浪潮等先进企业的合作，共同打造生态圈和生态系统。积极参与和融入鲲鹏、鸿蒙、中国电子PKS、龙芯等信

创生态。结合南天业务、市场及人才优势，围绕产业互联网、“数字云南”、绿色三张牌、“一带一路”等领域，积极研究布局

生态经济新模式。公司全资子公司南天软件获得国家保密局颁发的系统集成/软件开发双甲级资质，为开展“信创”业务奠定

了基础。 

（五）入选并推动国企改革之“科改示范行动”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关于印发<百户科技型企业深化市场化改革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国企改

办发〔2019〕2号）要求，向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申请并正式入选国务院“百户科技型企业深化市场化改革提

升自主创新能力专项行动”(以下简称“科改示范行动”)，入选后公司及时成立了“科改示范行动”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根据国

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文件要求以及公司的改革方案积极稳妥开展改革工作，将聚焦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市场化选人用

人、健全中长期激励机制、激发创新动力，构建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创建灵活高效的经营机制，进一步激发创新动能，快

速提高发展速度和质量，成为数字化服务创领者和国企科技型企业改革样板和自主创新尖兵，充分发挥典型引领示范带头作

用。 

报告期内，公司入选为云南省产业发展“双百”工程重点培育企业，公司制定“双百”工程发展目标和工作措施，全力以赴

实现各项发展目标。 

（六）实施非公开发行股票和产业布局 

报告期内，公司经过精心组织和周密安排，实施了非公开发行股票，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增股份60,577,818股股票

已于2020年4月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足额募集6.5亿元资金，募集资金主要用于金融行业智能化云平台项目和补

充流动资金，助力公司提升核心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充分发挥金融科技渗透优势，完成“智慧烟草”、“智慧医疗”、产业互联网等布局。公司围绕着烟草行业

两化融合的建设需求，在咨询规划、科技研发、软件开发、系统集成、装备制造等方面开展业务。公司在云南省各地州市县

开展医共体、医联体和互联网医院等的智能分诊、在线诊疗等领域等数字化服务。同时公司研究开展IT产业互联网业务。 

（七）设立落地南天大学培养关键人才 

报告期内，公司成立南天大学，近期目标为培养关键岗位人才，打造干部梯队和骨干人才；中期目标为通过覆盖全员的

培训、学习、交流，赋能组织，赋能员工；远期目标为携手客户、供应商、高校、专业机构，成为数字化人才的培养基地。

实施关键人才、经营人才、销售人才、技术人才、新员工等各类定制化培养和培训计划，有效支撑南天信息战略落地。同时

打通人才晋升通道，建立能力素质模型、岗位胜任力模型，建立员工职业生涯规划制度，完善员工岗位晋升、换岗、轮岗的

相关机制。 

（八）提升资质竞争力和品牌价值 

报告期内，公司连续18次入选“中国软件业务收入百强”、连续15次入选“中国方案商百强”、并多次入选“中国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综合竞争力百强企业”、再次入选“行业数字化服务商金融十佳”榜单、荣获“2020中国数字生态金融数字化服务领

军企业”奖等。 

报告期内，南天信息首次入选权威的IT研究和咨询公司IDC（国际数据公司）全球金融科技百强，位居2020Fin Tech第

49位；南天信息在IDC《中国银行业IT解决方案市场份额》报告中位居中国银行IT解决方案市场第四名，并在多个细分市场

排名领先；在IDC《中国金融云市场（2020上半年）跟踪》报告中位居中国金融云（应用）解决方案市场份额第四名。同时，

在赛迪顾问《2019-2020年中国金融IT应用市场创新发展报告》中，南天信息位居中国金融IT软件与服务市场国内厂商竞争

力排名第四，位居中国银行业IT软件与服务市场国内厂商竞争力排名第二。2020年，南天信息、南天软件完成《信息系统建

设和服务能力评估》(联合会)标准CS4级的评估；完成《信息系统服务商交付能力评估》(中软协)标准一级5星的评估。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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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软件开发及服务 1,622,818,051.04 635,232,151.60 39.14% 6.87% 4.99% -0.70% 

智能渠道解决方案 351,719,825.10 43,049,909.58 12.24% -4.44% -28.47% -4.11% 

集成解决方案 2,213,942,854.98 114,673,617.55 5.18% 59.33% 30.39% -1.15%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按业务年度口径汇总的主营业务数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当期数据 上期数据 增减比 

收入 4,239,438,172.96 3,303,367,428.19 28.34% 

成本 3,429,080,959.40 2,529,217,333.79 35.58% 

销量 210,292.00 210,960.00 -0.32% 

净利润 133,748,391.26 83,478,172.86 60.22% 

 当期期末数据 上期期末数据 增减比 

存货 1,489,088,152.09 1,299,928,507.08 14.55%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克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实现营业收入42.39亿元，较2019年度同比增长28.34%；实现营业

利润14,465.88.48万元，较2019年度同比增长56.4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499.65万元，较2019年度同比增长

60.53%。 

报告期内，公司聚焦战略，紧密跟踪金融科技发展趋势，持续巩固和加强金融科技业务。公司软件开发及服务业务以银

行IT解决方案为核心，向“大项目+强产品”业务模式转变；公司集成解决方案构建基于云数据中心的全产品线模式；公司智

能渠道解决方案抢抓银行推动营业网点智慧转型的契机，公司不断拓展以“数字云南”为主的数字政府和数字城市业务，同时

公司加大创新研发投入、加大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市场推广，实现公司主营业务较快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入选国企改革之“科改示范行动”，持续推动各项改革任务，创建灵活高效的经营机制，通过改革激发活

力促发展，进一步激发创新动能，公司以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开展技术孵化和应用孵化，以“金

融科技”和“数字化服务”为业务主线，充分发挥南天应用场景设计能力优势，不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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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新 收入准则。公司于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新收入准则引入了收入确认计量的5步法，并针对特定交易（或事项）增加了更多的指引。本集团详细的收入确认和计

量的会计政策参见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30、收入。新收入准则要求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计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期期初

（即2020年1月1日）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新收入准则对本集团2020年1月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如下，未受影响的报表项目未包含在内： 

单位：元 

影响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调整金额 2020年1月1日 

应收账款 583,983,612.37 -14,319,856.55 569,663,755.82 

存货 1,299,928,507.08 95,068,181.50 1,394,996,688.58 

合同资产  75,918,048.73 75,918,048.73 

递延所得税资产 29,893,971.96 -244,848.55 29,649,123.41 

预收账款 501,417,892.00 -501,409,466.25 8,425.75 

合同负债  667,005,407.26 667,005,407.26 

其他流动负债  2,223,752.23 2,223,752.23 

盈余公积 84,630,456.16 -432,601.54 84,197,854.62 

未分配利润 430,211,270.53 -9,679,825.56 420,531,444.97 

少数股东权益 290,741,814.21 -1,285,741.01 289,456,073.20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本报告期减少纳入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1家，新增2家纳入合并范围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变动情况 变更原因 

1 北京星立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减少 解除与星立方相关股东一致行动协议，释放对星立方控制权 

2 云南南天凯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增加 公司持有南天凯玛的股权比例为51% 

3 南天智杰科技（云南）有限公司 增加 报告期内投资新设成立南天智杰 

1、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通过参与星立方定向增发，以及与

星立方核心股东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的方式，合计持有及控制星立方72.71%股份的表决权，并通过占有董事会中的多数席位

获得星立方董事会控制权，实现对星立方的实际控制。本报告期内，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解除与北京星立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股东一致行动关系的议案》，公司与星立方相关股东解

除一致行动关系，释放对星立方的控制权，不再将其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2、公司与昆明新合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王宁三方出资设立南天凯玛，公司持股比例51%。 

3、报告期内，公司与山西智杰软件工程有限公司、上海程铭咨询管理中心三方出资设立南天智杰，控制南天智杰重大

决策和经营，公司持股比例为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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