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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959                               证券简称：线上线下                           公告编号：2021-021 

无锡线上线下通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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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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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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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目前总股本 8,00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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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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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线上线下 股票代码 300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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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晓洁  

办公地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8-C1-1201  

传真 0510-68869309  

电话 0510-68880518  

电子信箱 wangxj@wxxsxx.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深耕移动信息服务行业多年，是一家具有丰富行业经验的移动信息服务提供商。公司依托于体系化的服务流程、自

主研发的业务平台，通过对电信运营商的通信资源的整合，秉承“技术驱动服务、深耕行业客户、连接创造价值”的企业文化

理念，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安全、有效、及时的移动信息服务。 

企业短信服务是公司最主要的业务，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从事企业短信相关业务，利用自身长期积累的系统开发技术和

基于客户所在行业的业务理解，为包括阿里巴巴、腾讯、华为、网易、京东、上海拉扎斯（饿了么）、上海基分（趣头条）、

汉海信息（美团）、百度在内的广大客户提供专业化的企业短信服务。 

在具体运营中，公司为客户提供围绕企业短信的全套服务，包括前期调试开通客户和公司平台的对接、运营过程中对客

户短信运营系统的维护和升级、短信传输过程中的延迟等问题的解决，确保短信传输的平稳、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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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公司以审核信息安全、优化客户体验为己任，通过一套严密的程序对移动信息内容进行审核，确保信息验证、用

户通知、会员提醒、营销推广在内的各类企业短信能够安全有效地送达信息接收者。在保障移动信息高效传输以及内容安全

的基础上，公司为各类金融、互联网、电子商务、快递物流等企业客户提供包括移动业务场景构建、产品运营支撑、消费者

关系管理及支持等各类企业短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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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2,018,652.72 532,340,826.25 107.01% 458,751,686.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3,318,865.16 60,384,155.65 37.98% 55,181,905.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0,536,045.84 57,665,595.59 39.66% 54,329,555.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07,383.71 -5,426,354.53 210.71% -42,297,661.1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39 1.01 37.62% 0.9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39 1.01 37.62% 0.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48% 28.65% 0.83% 36.13%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431,810,979.39 307,524,811.32 40.42% 207,110,094.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24,276,518.03 240,957,652.87 34.58% 180,336,85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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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681,586.90 224,110,708.51 330,625,606.93 342,600,750.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211,952.38 15,421,410.57 23,605,700.02 25,079,802.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125,602.39 14,081,215.04 23,164,405.21 25,164,823.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248,172.96 51,206,213.11 66,485,075.39 -62,435,73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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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8,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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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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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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坤 境内自然人 46.24% 27,744,994 27,744,994   

门庆娟 境内自然人 15.67% 9,403,115 9,403,115   

无锡峻茂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9.46% 5,676,695 5,676,695   

珠海横琴易简

光煦柒号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70% 8,219,019 8,219,019   

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牧银股权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70% 7,621,167 7,621,167   

珠海联成恒健

资产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3% 1,335,010 1,335,01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无锡峻茂投资有限公司受公司实际控制人汪坤、门庆娟实际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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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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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在疫情导致整体经济形势出现重大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对宏观经济形势和行业变化保持了

高度的关注，采取积极主动的应对措施，有序推动公司各项经营活动的开展，将年度经营计划逐一落到实处。在更为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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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局势面前，一方面充分保持战略定力，按照工作目标稳步推进各项工作；另一方面灵活调整经营策略，不断强化公司核

心能力的建设，为公司长期发展聚集能量，公司经营业绩取得较好的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110,201.8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7.01%；实现利润总额10,047.7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40.9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331.8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7.9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8,053.6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9.66%；报告期内基本每股收益为1.39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7.62%。公司报告期内

经营业绩取得较好的增长。 

（一）公司立足主业，深耕移动信息服务行业 

公司深耕移动信息服务行业多年，是具有丰富行业经验的移动信息服务商，公司依托于体系化的服务流程、自主研发的

业务平台，通过对电信运营商的通信资源的整合，秉承“技术驱动服务、深耕行业客户、连接创造价值”的企业文化理念，致

力于为客户提供安全、有效、及时的移动信息服务。公司通过长期市场竞争积累了较为成熟的行业经验，在国内移动信息服

务行业已经形成了一定品牌力的影响力，公司技术、运营、服务等得到行业客户认可。公司未来继续提升技术研发能力和运

营能力，为客户提供高效性、专业性、及时性、个性化的服务。 

（二）公司加大技术投入，增强企业创新发展 

公司报告期内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研发费用投入2020年度较上年增长41.77%,公司自主研发了分布式消息队列服务、高效

预写式日志系统、优先处理短消息技术等多项核心技术，凭借科技创新成果，为公司业务快速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在未来，市场对于移动信息服务提供商功能平台的高效性、稳定性、安全性将会有更高的要求。另外，基于5G高速传输

可快速发展的富媒体短信（RCS）等5G消息是未来发展主要方向。公司将继续加大研发投入，为公司未来业务发展提供技

术支撑和有力保障。 

（三）加强业务团队建设，提升公司销售业绩 

公司移动信息服务业务团队始终坚持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公司不断加强业务团队建设，2020年公司在原有的华东业务团

队和华南业务团队的基础上，组建华北（北京）业务团队，华北业务团队的组建有利于公司服务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地区客

户，公司能够快速响应华北地区客户的需求，为客户提供优质的移动信息服务，华北业务团队的组建提升了公司在华北地区

的销售业绩。 

（四）客户移动信息服务需求增加，带动公司业务规模 

报告期内互联网行业电子商务、短视频行业、外卖行业、在线教育、快递物流等行业的移动信息服务需求量增大，公司

服务多家互联网头部客户，随着客户的需求不断增加，公司在服务好原有客户的基础上，努力开拓新客户，公司业务规模得

到快速增长。 

另外，公司报告期末资产总额43,181.10万元，较上年期末增长40.42%；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32,427.65

万元，较上年期末增长34.58%。公司报告期内移动信息服务产品毛利为12.30%，同比下降5.33%，主要系采购成本上涨所致，

公司一方面通过与客户的积极沟通，从而尽可能降低采购成本上涨带来的影响；此外，公司在报告期内大力拓展客户，不断

扩大业务规模，通过收入规模增长提升公司整体业务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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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信息服务 1,101,896,095.68 100,474,668.67 12.30% 107.17% 41.91%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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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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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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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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

入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

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根据新收入准则要求，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不会对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情形，不存在需要追溯调整的情况。公司于2021年4月26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相应变更公司会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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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9月24日，公司设立北京智成源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2020年9月纳入合并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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