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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06                            证券简称：顺利办                            公告编号：2021-027 

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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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陈胜华 独立董事 

对《关于 2020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投弃权票，弃权理由：鉴于未能获取公司部分联营企业 2020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无法判断公司对联营企业确认投资损益以及账面价值的准确性，以及未能取

得霍尔果斯神州易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函确认，无法判断该款项期末余额准确性和全

额计提坏账准备的恰当性，审计机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和内控分别出具了

保留意见和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由于所涉事项的不确定性，无法对公司 2020 年度报告作全面、客

观、准确的判断。 

吴亚 独立董事 

对《关于 2020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投弃权票，弃权理由：鉴于未能获取公司部分联营企业 2020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无法判断公司对联营企业确认投资损益以及账面价值的准确性，以及未能取

得霍尔果斯神州易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函确认，无法判断该款项期末余额准确性和全

额计提坏账准备的恰当性，审计机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和内控分别出具了

保留意见和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由于所涉事项的不确定性，无法对公司 2020 年度报告作全面、客

观、准确的判断。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的风险提示 

请投资者特别关注上述董事的异议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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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

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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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利办 股票代码 00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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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海勇 寇永仓 

办公地址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五四西路 57号 5号楼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五四西路 57 号 5 号楼 



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2 

传真 0971-5226338 0971-5226338 

电话 0971-8013495 0971-8013495 

电子信箱 huanghy@12366.com kouyc@12366.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1、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从事企业互联网服务业务，提供人力资本、企业注册、财税等多项服务，是解决所有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人、财、

物、税、事”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基于企业服务的业务体系，公司构建了“线上+线下”一体联动的企业服务平台，线上依

靠公司自主研发的办+、管+、精算+、政务+、行业+等服务管理系统，实现规模化销售获客、专业化业务流程、规范化服务

监管的功能，线下则依靠全国布局的百城千店，形成了各类服务产品推广的渠道终端和直接触达用户的服务网络。公司以助

力国家富强、企业繁荣、劳动者安居乐业为愿景，为企业提供有温度的企业服务。 

2、公司经营模式 

⑴销售模式：公司线下连锁服务网点遍布于全国各主要城市，通过在各地设立的分支机构及加盟、合作机构，由各网点人员

直接对区域内客户进行服务推介及相关的市场推广工作。同时，公司通过线上平台，提供便捷的异地跨区服务，吸引大量客

户，有效提升公司品牌影响力。 

⑵服务模式： 

①人力资本业务：基于企业目前亟待解决的用工难、人力成本高、运营风险大等问题，创建以灵活用工、任务众包、个体创

业等业务为核心的服务体系，建立人才数据库，服务广大企业和雇员。让中小企业和雇员享受和大型企业同样专业的人力资

本服务。 

②顾问咨询业务：链接城市与企业，集约化获得政府扶持。资深的税务师、会计师、内控专家团队，精研全国各地政策，全

方位、多角度、多渠道为企业提供专业筹划咨询、架构设计、交易设计、业务落地全案服务，服务于企业的弹性可持续发展。 

③全国通办业务：以线上网站（www.12366.com）及“办+”平台为载体，百城千店线下服务运营中心为支撑，为企业提供全

国范围内的工商注册及变更年检、银行开户、税务报到、代理记账、资质申领、汇算清缴等企业代理服务。解决企业基础事

务托管，助力企业精耕主营业务，实现快速发展。 

⑶盈利模式：人力资本等业务参照同行业同类业务并结合自身资源优势报价，以服务项目为单位进行计费。全国通办业务主

要参考市场同类业务收费情况，结合公司产品优势和技术优势进行市场化定价，并根据客户规模按年、按季或者按月收费。 

（二）所属行业发展阶段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2020年，全国受新型冠状病毒冲击，国家“六稳六保”政策应运而生，中小微企业的内生动力和活力进一步释放。2020年7

月14日国家有关部委联合发布《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指出：培育产业平台

化发展生态。着力发挥互联网平台对传统产业的赋能和效益倍增作用，打造形成数字经济新实体。开展重大工程布局，支持

传统龙头企业、互联网企业打造平台生态，提供信息撮合、交易服务和物流配送等综合服务。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

幕式上，李克强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扩大就业容量。总理强调，支持各类劳动力市场、人才

市场、零工市场建设，广开就业门路，为有意愿有能力的人创造更多公平就业机会。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0年全年新登记市场主体2502万户，日均新登记企

业2.2万户，年末市场主体总数达1.4亿户。市场监管部门在聚焦民生关切、回应企业诉求、优化营商环境方面陆续推出一系

列举措，大大降低了新企业进入市场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了市场活力，推动我国市场准入制度发生根本性变革，整个市

场“新陈代谢”率保持在一个正常稳定的水平。企业数量的持续增长推动了企业服务市场的快速发展，各大资本力量争相布

局，互联网巨头持续加码，以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改变着企业服务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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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业务模式、发展格局，加快推进企业的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和数字化进程，企业服务市场得到快速发展，并推动了

传统业态与新兴业态融合进程的加快。 

公司积极响应国家政策指引与号召，审时度势，在发挥原有企业财税服务优势的基础上，基于企业互联网化发展的大趋势，

确定了服务于中小微企业互联网化，构建智慧企业服务生态圈的战略选择，打造包括用户、企业大数据等元素在内的智慧企

业互联网复合生态服务体系。分布广泛、数量众多的中小微企业是公司核心服务圈层。在平台经济、共享经济模式中，组织

和人的关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从传统的单一雇佣关系，转化为相互雇佣的关系或合作伙伴关系，这为灵活用工带来了新

的市场空间和广阔的市场前景。公司对上链接区域政府和园区，通过精准招商帮助政府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对下链接中小微

企业，全方位服务于企业各类需求，实现企业服务的互联网化和标准化，助力企业专注于主营业务实现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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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4,504,021.70 2,025,037,868.90 -61.75% 735,139,995.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92,005,628.96 -1,016,178,672.40 -17.30% 93,282,489.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23,184,489.78 -883,211,476.96 -38.49% 102,036,069.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3,585,044.28 162,715,160.06 12.83% 53,874,961.7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5566 -1.3270 -17.29% 0.12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5566 -1.3270 -17.29% 0.12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2.02% -44.91% -67.11% 3.37%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总资产 1,502,694,782.90 2,783,863,353.80 -46.02% 4,166,375,290.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10,304,918.09 1,660,102,047.05 -75.28% 2,783,928,5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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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212,968.86 284,650,329.05 154,296,029.26 116,344,694.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402,917.65 42,312,943.99 27,086,542.23 -1,271,808,032.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612,717.37 34,041,466.04 21,801,635.94 -1,287,640,309.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847,455.49 51,255,155.46 12,522,422.88 165,654,9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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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45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55,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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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良桂 境内自然人 16.78% 128,536,103  
质押 128,490,000 

冻结 88,500,000 

彭聪 境内自然人 10.20% 78,130,329 58,597,747 
质押 40,000,000 

冻结 78,130,329 

百达永信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98% 53,469,355  质押 25,000,000 

青海省国有资

产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4.72% 36,150,000    

西宁城市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7% 17,385,951    

顺利办控股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3% 17,040,000    

中国国际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5% 14,150,000    

浙江自贸区顺

利办资产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2% 12,400,354    

王丽娟 境内自然人 1.00% 7,634,754    

天津泰达科技

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3% 7,150,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彭聪、百达永信投资有限公司、顺利办控股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

公司未知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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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百达永信投资有限公司、王丽娟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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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报告期主要经营情况分析 

2020年上半年，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公司线下门店以及中小微企业的复工复产受到较大影响，对公司市场开发和

业务量的提升造成了较大冲击。针对疫情影响，公司积极采取措施，加大线上业务力度和产品迭代升级，并依靠自主研发的

办+、管+、精算+、政务+等生态网络服务平台，以“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为核心技术，实现网络化运作和远程“非

接触办公”企业商事服务，尽量减弱疫情对公司的影响。同时，公司以此为契机，持续延伸人力资本业务产品服务及功能，

组成涵盖“用工宝”、“创业宝”、“分工宝”、“优享+”等线上服务产品矩阵，抢占市场份额，以先发优势和规模优势，

构筑较高的竞争壁垒，因快速渗入市场原因，使得公司人力资本业务毛利率偏低，对公司整体业务收益产生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深耕、完善管理系统设计，优化资源配置进而实现经营规模的发展，以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带动就业

作为企业服务的重要工作方向。公司与新网银行、易后台、民生银行上海分行等达成战略合作，不断提升企业互联网服务的

能力和效率。同时，进一步促进公司管理扁平化，不断加强企业互联网服务的灵活性和响应速度，为客户提供更加透明、更

加快捷、更加优质的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以此进一步改善财务状况和优化资产结构，但后期由于股东纷争造成定增项

目停滞，对公司的融资计划产生一定影响。 

（二）报告期主要财务指标情况 

2020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7,450.4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61.75%；净利润-119,354.09万元，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利润-119,200.5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7.30%；每股收益-1.56元。 

本报告期亏损的主要原因是：1、本报告期，根据公司被投资单位或形成商誉的资产实际经营情况等原因，经公司财务部门

和评估机构初步判断，相关商誉及长期股权投资存在减值迹象。按照《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商誉减值》《企业会计

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的相关规定，本着谨慎性原则，公司计提各项资产减值损失109,374.37万元，其中信用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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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54.65万元、商誉减值准备74,217.62万元、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8,705.57万元、持有待售资产减值准备8,484.83万元、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3,511.70万元。2、本报告期，因资产优化整合等原因剥离、处置部分终端资产，公司合并报表层面商誉、

负债金额有所降低，同时形成处置损失，该部分损失属于非经常性损益。 

（三）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意见的相关情况 

1、财务报告 

保留意见的所涉事项：年审会计师未能获取广州网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联营企业2020年度有效的审计证据，无法判断顺利

办对联营企业确认投资损益以及账面余额的准确性，以及年审会计师未取得霍尔果斯神州易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回函，无法判断顺利办应收联营企业款项期末余额的准确性和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恰当性。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据相关规定，本着严格谨慎的原则对上述事项出具保留意见，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上述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中所涉事项对公司产生的不利影响，并采取有效措施努力消除

上述风险因素，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除此之外，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

反映了公司2020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以及2020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2、内控报告 

否定意见的所涉事项：公司及子公司对所投资的部分联营企业长期股权投资未能达到有效的跟踪管理，公司及子公司未能获

取部分联营企业2020年度有效的审计证据，无法准确核算对该部分联营企业的投资损益。 

公司董事会尊重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判断，公司管理层已针对存在的缺陷制定了相应的整改措施，大部分缺陷已整改完成。

公司将严格遵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等规定，完善落实各项制度，全面加强管控，采取相应有效措施尽早消除否定意

见对公司的影响，确保公司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有效的内部控制，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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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力资本 422,160,334.40 -658,468,037.90 30.07% -71.62% -2,295.40% 27.82% 

企业综合服务 275,538,444.49 -497,062,467.05 34.00% -42.50% -42.97% -2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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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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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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重大影响。 

   本报告期，公司就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与改聘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充分必要的沟通，主要包括公

司人力资本部分业务的总额法适用问题。具体影响及列报见财务报告附注相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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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公司子公司神州易桥（北京）财税科技有限公司完成对子公司企业管家（北京）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的吸收合并。同时，

因终止合作等因素，本期公司剥离部分终端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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