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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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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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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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云科技 股票代码 300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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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宏磊 刘琪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深南大道 9668 号

华润置地大厦 B 座 35 楼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深南大道9668号华

润置地大厦 B 座 35 楼 

传真 0755-26921645 0755-26921645 

电话 0755-86969363 0755-86969363 

电子信箱 jykj@kaisacloud.com jykj@kaisacloud.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互联网营销业务，为广告主提供营销策略制定、创意策划与素材制作、媒体资源整合、数据追

踪分析、短视频定制、投放优化等一站式服务。公司延续了与vivo、OPPO、小米、百度、巨量引擎等媒体的合作，在互联

网营销内容化、原生化、跨屏化、数据化的发展趋势下，公司不断增强内容创意能力、流量运营能力，持续助力媒体与广告

主释放商业化潜能。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优化业务结构，完成子公司北京微赢互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微赢互动”）的股权转让，提

升了资产运营效率，亦开启新业务的探索布局。公司收购上海海力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力保险”）100%股权，

打造“佳家保”互联网保险经纪品牌；与关联人合资成立游戏公司深圳米修斯游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米修斯”），致力

于精品游戏研发。围绕既已形成的互联网营销领域的优势，公司加强互联网金融与文娱板块布局，深耕流量运营领域，增添

新的发展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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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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97,017,580.85 5,529,037,559.33 26.55% 5,610,196,453.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8,285,195.17 8,492,943.08 -4,436.37% -1,251,313,765.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89,061,987.62 -8,085,530.36 -4,711.83% -1,258,761,542.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406,072.77 176,291,861.62 -86.16% -314,330,245.6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804 0.0134 -4,431.34% -1.97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804 0.0134 -4,431.34% -1.97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26% 0.82% -44.08% -75.42%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2,225,852,353.25 2,433,079,973.84 -8.52% 2,154,116,231.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83,407,590.05 1,034,110,671.20 -33.91% 1,028,594,11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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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6,125,430.10 1,503,012,407.56 1,869,742,609.77 1,848,137,133.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53,086.49 2,924,914.64 3,165,383.51 -375,428,579.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610,586.94 1,705,615.92 -1,497,818.53 -378,659,198.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4,886,404.48 88,227,335.62 -99,897,268.48 110,962,4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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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56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36,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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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一号仓

佳速网络有限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31% 135,225,900 0 质押 101,419,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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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上银基金－浦

发银行－上银

基金财富 43 号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5.18% 32,890,604 0  0 

李佳宇 境内自然人 4.98% 31,574,549 21,200,346 冻结 31,574,549 

周建禄 境内自然人 3.53% 22,397,278 0  0 

甄勇 境内自然人 1.26% 8,018,879 0  0 

吴限香 境内自然人 0.98% 6,204,700 0  0 

傅晗 境内自然人 0.85% 5,416,356 5,416,276  0 

张翔 境内自然人 0.78% 4,978,256 4,978,256 冻结 4,978,256 

#纪铃子 境内自然人 0.63% 4,010,000 0  0 

闫维平 境内自然人 0.63% 3,997,999 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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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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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疫情突发，数字化进程加速，深刻影响了各互联网细分行业的发展。短视频及直播等媒介形态加深了用户对移动

互联网的使用程度，线下生活服务加速与线上融合，数字化经济得到全面发展，其中，短视频、网络支付和网络购物的用户

规模增长最为显著，增长率分别为12.9%、11.2%和10.2%。 

全网用户对移动互联网依赖度进一步加深，人均单日使用时长及打开APP个数均有一定程度提升，全网用户月人均单日

使用时长6.4小时，同比增长4.9%，尤其上半年，社交、在线教育、短视频、游戏类APP日均活跃用户规模增长显著。在此

背景下，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提升26.55%，至69.97亿元。然而激烈的市场竞争下，部分下属公司业务大幅下滑，计提商

誉减值，影响公司利润表现。 

以下为公司2020年度的主要经营成果： 

（1）全链路营销服务助力“品效合一” 

报告期内，公司延续了与小米、OPPO、vivo、百度、巨量引擎等头部媒体的合作，并于年底陆续取得2021年度小米、

vivo、OPPO等媒体的核心代理资质，同时开启了360网络广告2021年核心代理合作，保持了媒体端的资源优势。凭借高效的

服务和优质的内容，公司获得了2020百度“综合服务能力奖”、“营销创新杰出奖”，“第十三届金投赏国际创意节最具创意奖”，

“第27届中国国际广告节‘现代广告奖’优秀奖”等奖项。 

2020年度广告市场呈现“品效合一”的发展趋势，公司顺势在效果广告基础上，为客户提供全面的品牌推广营销服务，将

品牌投放、效果导流和私域流量运营打通，助力客户实现全链路商业变现。 

（2）持续优化业务结构 积极寻求多元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挂牌方式转让了微赢互动100%股权。受近几年行业变化与宏观经济等多重因素影响，微赢互动经

营业绩不佳，剥离有利于优化业务结构，更好地配置公司资源，提高资产运营效率。 

公司亦开启了多元业务布局，积极探索新增长点。在“互联网+”战略指引下，公司收购海力保险100%股权，发挥在流量

运营、数据分析等方面的优势，为保险经纪业务赋能，通过互联网营销渠道扩大海力保险业务规模，拓宽客户渠道。公司已

推出“佳家保”保险经纪品牌，运营1个月后在全网累计获得超过150万次曝光。公司合资设立了游戏公司米修斯，致力于精品

游戏研发。 

（3）完善公司治理 完成换届选举 

2020年度见证了资本市场的重要变革，证监会、深交所发布了一系列有关创业板改革及试点注册制的制度规则，并于年

底进行细化修订，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方向，进一步强化资本市场规范运作，也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

此背景下，公司在报告期内进一步加强了对董监高、各部门及下属公司的合规培训，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提高公司信息

披露质量，切实保障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 

此外，公司进一步完善内部管控，年初对《治理纲要》、《董事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对外担保管

理制度》等十多项管理制度进行了修订。各项监管新规发布后，公司相应修订完善了《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制度》、

《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工作细则》、《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等制度，公司治理水平进一步提升。  

12月31日，公司完成第五届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以及高管提名选举，管理层勤勉尽责，不断为公司业务发展注入新

的活力，在新一任期，将带领公司巩固主营业务市场地位的同时，积极探索多元业务，实现公司长期战略规划和稳定持续发

展。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8号——上市公司从事互联网营销及数据服务相关业务》的披露要

求： 

（1）互联网营销收入整体情况 

单位:元 

 2020年 2019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互联网营销收入合计 6,989,762,617.71 99.90% 5,506,259,059.02 99.59% 26.94% 

（2）广告主所处的主要行业领域 

单位:元 

行业领域 2020年 2019年 同比增减 

收入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收入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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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服行业 2,973,125,498.73 42.49% 2,232,507,764.79 40.38% 33.17% 

广告代理行业 1,579,340,583.69 22.57% 1,159,320,304.03 20.97% 36.23% 

游戏行业 980,713,491.00 14.02% 586,427,849.37 10.61% 67.24% 

电商及金融行业 690,676,632.13 9.87% 1,115,566,514.00 20.18% -38.09% 

（3）直接类客户和代理类客户情况 

单位:元 

客户类型 2020年 2019年 

客户数量 收入金额 客户留存率（如适用） 客户数量 收入金额 客户留存率（如适用） 

直接类客户 1,797 5,410,422,034.02 63.50% 1,885 4,346,938,754.99 60.43% 

代理类客户 177 1,579,340,583.69 59.48% 314 1,159,320,304.03 34.16% 

（4）其他需披露内容 

报告期内，公司互联网营销业务具体经营情况如下： 

1）互联网营销业务营业成本构成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采购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重  

媒介成本 6,698,508,524.04 99.89% 

其他 1,865,073.52 0.03% 

合计 6,700,373,597.56 99.92% 

2）互联网营销业务按照不同采购计费模式下的采购金额如下： 

单位:元 

 类别   2020年采购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重  

流量计费 6,671,675,431.80 99.49% 

包断计费                      26,833,091.24  0.40% 

其他 1,865,073.52 0.03% 

合计                  6,700,373,597.56  99.92% 

3）公司单一合作媒体采购金额占采购总额50%以上的供应商名单： 

名称 交易金额占采购总额比例 

今日头条（厦门）科技有限公司 36.53% 

深圳今日头条科技有限公司 15.13% 

湖北今日头条科技有限公司 1.71% 

北京字跳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0.02% 

合计 53.39% 

4）主要客户的合作内容及投放渠道： 

单位:元 

客户名称 合作内容 收入总金额 投放渠道 收入金额 

第一名 客户 网络推广投放     456,748,266.93   投放渠道一       456,748,266.93  

第二名 客户 网络推广投放     320,688,332.97  

 投放渠道一         11,474,534.66  

 投放渠道二       296,649,018.47  

 投放渠道三         12,564,779.84  

第三名 客户 网络推广投放     312,018,425.92   投放渠道一       312,018,425.92  

第四名 客户 网络推广投放     264,995,597.92  
 投放渠道一       201,436,788.36  

 投放渠道二         63,558,809.56  

第五名 客户 网络推广投放     209,609,471.38  

 投放渠道一         41,889,830.29  

 投放渠道二           7,042,020.12  

 投放渠道三       150,850,638.49  

 投放渠道四           9,826,98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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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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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营销业务 6,989,762,617.71 289,389,020.15 4.14% 26.94% 11.85% -1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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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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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同比增减 

营业收入 6,997,017,580.85 5,529,037,559.33 26.55% 

营业成本 6,705,850,812.91 5,254,683,326.92 27.62%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368,285,195.17 8,492,943.08 -4,436.37% 

（1）营业收入本期较上期增长26.55%，主要是本期公司持续加大对信息流营销业务的投入，积极开拓深化行业布局，

实现了收入的持续快速增长； 

（2）营业成本本期较上期增长27.62%，主要是伴随着营业收入的增加营业成本同步增加所致； 

（3）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本期较上期下降4,436.37%，主要原因是公司分别对前期并购的金源互动及云

时空资产组分别计提商誉减值2.74亿元和0.19亿元，及新孵化的业务处于初创投入期发生亏损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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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修订印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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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公司未调整比较财务报表数据，首次

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三

十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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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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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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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2020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和孙公司共36户，详见第十二节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本公司本年度

合并范围比上年度增加14户，减少12户，详见第十二节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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