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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02                证券简称：和而泰              公告编号：2017-041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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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表异议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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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鹏 董事 工作原因 罗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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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而泰 股票代码 00240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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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罗珊珊 赵小婷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区科技南十路 6 号深

圳航天科技创新研究院大厦 D 座 10 楼

1010-1011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区科技南十路 6 号深

圳航天科技创新研究院大厦 D 座 10 楼

1010-1011 

电话 0755-26727721 0755-26727721 

电子信箱 het@szhittech.com het@szhittech.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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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22,664,334.21 615,740,293.64 49.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1,959,925.80 59,873,885.71 70.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88,113,891.47 49,416,485.26 78.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5,850,879.22 40,413,644.23 38.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07 71.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07 71.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12% 5.92% 3.2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804,225,421.15 1,598,982,400.10 12.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69,022,396.89 1,067,001,639.60 9.5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5,67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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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建伟 境内自然人 17.88% 148,475,000 111,356,250 质押 83,400,000 

深圳市创东方和而泰

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9.64% 80,080,080 80,080,080 质押 80,080,08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 其他 4.98% 41,35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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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云信互兴共赢 1

号证券投资单一资金

信托 

新疆国创恒股权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79% 39,750,000    

力合科创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2.60% 21,557,305    

五矿证券－兴业银行

－五矿和而泰员工持

股计划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1.37% 11,342,402    

林智权 境内自然人 1.19% 9,844,303    

乌鲁木齐和谐安泰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5% 8,699,250    

赖欣 境内自然人 0.78% 6,500,000    

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光大信托－

臻享 42 号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71% 5,904,71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2014 年 4 月 25 日，刘建伟先生与深圳市创东方和而泰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签订了《一致行动协议》，构成了一致行动人；（2）五矿证券－兴业银行－五矿和

而泰员工持股计划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为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购买账户；（3）除此之外，

未知以上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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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人股东林智权先生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公司 9,844,303 股，占公司总股本 1.19%。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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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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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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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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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公司所处行业为智能控制器、智能硬件以及物联网（IoT）与人工智能（AI）大数据行业，是技术密

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相结合的产业。国务院2016年3月发布《中国制造2025》、《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

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十三五规划纲要》，2016年9月工信部联合国家发改委发布了《智能硬件产业

创新发展专项行动（2016-2018年）》以及近期发布的《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等均大力支持、鼓励本行业的

发展，公司研制生产的智能控制器、智能硬件及基于人工智能计算的物联网（IoT）大数据运营平台业务

均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公司汇集了清华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两所著名高校的股东背景与后台技术资源，经过十八年的发展

与行业沉淀，已经成为家庭用品智能控制器领域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行业龙头企业之一，是全球家用智能控

制器市场的最具核心竞争力的企业之一。在物联网与大数据平台产业方面，公司基于传统智能控制器业务

领域雄厚的研发实力及掌握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硬件、物联网的家庭闭环服务场景的资源及软硬件研发

能力、强大的大数据运营平台算法和人工智能技术，以及产品自定义、自研、自营关键设备形成的核心数

据层，成为国内人工智能领域主力企业、IoT与AI大数据平台领军企业。 

公司主营业务为智能控制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以及智能硬件、物联网（IoT）与大数据运营平台业

务，该两大主营业务板块均处于难得的发展机遇期。报告期内，在公司宏观发展战略的指导下，在全体员

工的共同努力下，公司取得了较好的经营成绩。 

1、发挥技术优势，坚持“三高”定位，智能控制器业务实现业绩快速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始终围绕年度战略规划开展工作，以规范化、国际化运营管理为发展依托，在技术规

划、研发、设计、测试、制造工艺、信息管理等多方面实现与欧美标准全面接轨，继续实施“高端市场、

高端客户、高端产品”的经营定位，不断夯实公司在“研发与技术服务”、“综合运营能力”及“市场行业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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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方面的核心竞争优势，加大成本费用管控，提质增效，实现了报告期内业绩的稳定增长。 

在技术工艺方面，公司继续发挥技术优势、进行工艺改进，提高自动化生产能力、强化精益生产、提

升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材料成本；在市场拓展方面，公司与国内外大客户的长期合作积累，产品规模效

应显现，并不断开拓新的客户渠道，以提高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在管理运营方面，公司进一步优化内部基

础管理人员配置体系，加强内部控制管理，加大销售及其他业务系统的投入，降低了公司管理成本，管理

层通过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科学管理措施，积极打造国际化的运营管理体系，使公司迅速成长为国际一

流客户的优质供应商。  

基于智能控制器市场需求和行业变革，公司将不断提升技术研发能力、技术整合服务能力、工艺服务

能力，使得公司稳居行业龙头地位。一方面，公司将进一步拓展产品种类并进行升级改造即智能控制器业

务品类由大小家电、电动工具、车库门、吊扇、浴室扇，扩展到庭院控制、家庭场景照明、宠物类设备、

家用医疗、运动及大健康、水质监测与水计量等类别设备控制器；另一方面，公司将不断提升市场占有率：

在原有合作的全球著名客户基础上争取更多的合作订单，并开发新客户提高市场份额，力争将电动工具控

制器业务做到全球优质终端企业第一供应商；同时，公司将借助外部管理资源与智力资源，重塑供应链体

系，进一步提升供应链管理运营、供应商资源整合、大供应链整体运营与客户服务能力，强化海外本土的

技术服务与市场对接能力，打造全球化运营体系。 

公司管理层充分相信，伴随着公司全球竞争能力和全球行业地位的提升，在未来五年，公司的经营规

模将快速扩大，经营业绩将快速增长。 

2、顺应时代发展，智能硬件、物联网（IoT）与人工智能（AI）大数据运营服务平台业务引领行业动

向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无线通讯技术、云计算技术、大数据处理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IT

（信息技术）时代向DT（数据技术）时代的演进突飞猛进，基于万物互联的物联网平台与与人工智能（AI）

大数据运营服务平台，将使得个人与家庭生活发生根本的变革，将使得传统的制造业、商业、服务业基本

运营模式发生颠覆性的变革，将成为未来产业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公司自2014年布局物联网产业，推出C-Life大数据平台，近年来全力加大对大数据和人工智能（AI）

的研发投入，陆续研发了智慧睡眠、智慧美容、智慧家电、智慧健康等场景100多种硬件产品族群，目前

已实现包括健康、美容、环境、睡眠、安防等不同家庭服务场景、跨品牌跨设备的互联互通，从而提供家

庭全场景闭环服务；在产业端，C-Life以产业数据的定义与垂直管理能力为行业伙伴提供大数据立体化运

营服务，通过海量数据收集、存储与计算、场景建模及特征处理、机器学习模型训练与预测等人工智能技

术，帮助企业快速搭建自己的大数据运营系统。公司以专业优势、先发优势和关键智能硬件设备布局，引

领、推动、抢占、控制传统家庭用品产业集群数据化发展秩序；并以需求引领趋势，领袖控制格局，自定

义、自研、自营关键设备形成场景核心数据，合纵连横，整合、拓展、服务、夯实多元设备数据集群。 

报告期内公司在积极拓展智能硬件、物联网（IoT）与人工智能（AI）大数据平台方面，携手市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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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参与者，整合行业和技术资源，共同创造物联网生态圈。基于传统控制器业务雄厚的研发实力及掌握的

核心关键技术，基于前期在家庭闭环服务场景的资源及软硬件研发能力，强大的后台算法和人工智能技术，

在产品自定义、自研、自营关键设备形成的核心数据层，公司逐步铺开在产业端、通路端、集成商端、服

务商端、贸易商端的服务、政府与公共事业，民众生活与社会变革、构建大数据产业纵向价值链，做深、

做宽、做粗、做透、形成稳固的基于价值的联盟体系。 

报告期内，公司智能硬件、物联网（IoT）与人工智能（AI）大数据运营平台业务板块工作取得的成

绩如下： 

（1）公司的C-life物联网与人工智能（AI）大数据平台不断迭代升级，公司C-Life3.0在中国家电及消

费电子博览会（AWE）上战略升级发布，C-life智慧睡眠荣获艾普兰“智能创新奖”，公司与富邦、丽枫、

恒安兴等酒店签订合作协议，通过C-Life智慧酒店开放服务平台，实现合作酒店全流程智能化控制和管理，

利用大数据搭建酒店与客户之间合作更畅通的交流互动机制，构建起完整的智慧酒店智能场景体系,公司

智能卧室场景加速落地。 

（2）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与国内外知名大企业和政府机构建立的深度合作，与海尔、国美、阿

里、华为、华润、香江、远大、惠而浦、林内、百果园、平度市政府等众多国内外知名平台级大企业和政

府机构的深度合作得到了有效落地，得到了合作方的积极认可和高度肯定，公司智能硬件技术和产品受到

行业认可，公司的市场影响力不断扩大。例如，公司与美容院合作建立智能美容院，公司美容美妆硬件群

组和场景集群获得市场积极关注；公司凭借在净水行业技术、服务、智能化解决方案优势，荣获“净水行

业智能化解决方案优质服务商”荣誉称号，另外公司开发的水侦探光谱多参数水质检测笔，荣获“2017中

国净水产品创新奖”，公司成功进军水生态行业并发挥积极影响力；公司在前期与平度市政府合作基础上

进一步推进青岛智慧城市建设，公司与青岛平度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提报、海尔日日顺联合建设了“智慧

健康校园大数据”项目，该项目是全国首个依托“物联网+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打造的以学生健康成

长要素为核心的“C-Life学生健康成长管理平台”，公司积极建设智慧城市，创新模式获得政府高度关注

和大力支持；公司与百果园及前海互兴联合投资成立合资公司注册完成，实现合作有效落地，在果品种养

殖、果品物流环节开展战略伙伴级深度合作，进一步发挥公司的全产业链优势，有利于公司更好的实施物

联网（IoT）、人工智能（AI）大数据平台整体战略布局。 

（3）公司智能硬件及应用场景布局得到了市场广泛关注及认可，苹果宣布收购芬兰知名睡眠监测智

能硬件公司Beddit，引发行业内广泛关注，释放重要产业信号：科技巨头布局大健康，物联网与大数据平

台将是产业发展趋势。公司布局时间早、技术团队实力雄厚；并且公司C-life大数据全平台方案已覆盖厨电、

美容、睡眠等领域，可以实现多个场景、数据闭环。对比Beddit睡眠监测器，公司睡眠监测器在睡眠带传

感器技术和数据计算上更胜一筹。 

（4）公司人工智能（AI）大数据平台业务取得了重大进展，通过大数据平台取得的设备场景、自然

环境、人体健康生命体征三类数据，经过数据建模、分析、定义等人工智能（AI）计算及有效融合，服务

家庭、服务制造业及服务业等各产业。在家庭方面，已建立了睡眠、美容、饮食、婴幼儿监护等众多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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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应用场景；在产业方面，公司已与制造、医院、美容院等各行业开展了基于人工智能（AI） 广泛的

合作，在各行业已经得到应用并取得初步成果，在服务家庭，服务产业上开辟了全新的AI产业应用方向。

随着与各行业的广泛合作、对外的辐射服务能力的不断提升、数据采取量的不断增加，公司人工智能（AI）

技术让家庭生活变得更便捷、更舒适的同时还支撑着各行业如制造业、服务业等行业的产业提升。 

结合该业务的进一步发展，公司不断引入专业人才，充实专业团队实力。同时，公司进一步提升组织

管理能力，完善和建全管理体系、管理制度，使得管理、运营环节能力逐步得到提升。 

基于传统智能控制技术与产业积淀战略延伸，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打造智能硬件、物联网（IoT）与人

工智能（AI）大数据运营服务平台业务板块，深入布局物联网与人工智能大数据产业核心平台，携手市场

各方参与者，整合行业和技术资源，全方位布局物联网大数据生态链。作为国内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能够

通过人工智能计算技术，完成家庭场景的立体式应用，并实现家庭场景闭环控制的企业，公司充分发挥“产

业通道数据定义与数据垂直管理运营能力”、“基于人工智能（AI）的场景数据平面整合服务能力”的核心能

力，做好“C端场景闭环服务”、“B端运营顾问服务”的基本服务，争取通过大数据平台将所有数据横向拉通，

实现整合式多维立体外延运营。 

3、垂直整合，提质增效，两大基地开工实现公司重要战略基地布局 

（1）2016年12月23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签署《深圳前海互兴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协议》和《关于公司与深圳百果园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深圳前海互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基于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的果品产业运营战略合作及联

合组建合资公司协议书>》。报告期内，公司与深圳市百果互动科技有限公司、深圳互兴十八号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联合投资成立合资公司注册完成，该公司的成立，将快速推动各方产业合作、产品合作、

运营合作，并结合合资公司股东各自的优势，以合资公司为主要载体，实现合作落地，在果品种养殖、果

品物流环节开展战略伙伴级深度合作，有利于进一步发挥公司的全产业链优势，可以优化产品结构，丰富

产品类型，有利于公司更好的实施物联网（IoT）、人工智能(AI)大数据平台整体战略布局。 

（2）公司2014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智能控制器生产技术改造及产能

扩大项目（二期），该项目将扩大智能控制器生产能力，提高产量，增强公司市场竞争力。该项目已进入

全面施工阶段，公司会加快施工进度，争取早日完工并投入使用。 

（3）公司在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智能控制器和物联网项目，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认缴4,000万元人民币设立浙江和而泰。2016年5月，浙江和而泰参与杭州市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竞拍，最终以2,288万元成功竞得宗地号为杭政工出[2016]4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取得了《国有建设用地交地确认书》，并与杭州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 

报告期内，在杭州经济开发区投资的智能控制器和物联网项目正式奠基开工，伴随长三角基地的建成，

公司两大战略基地也将正式形成。公司将充分借助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圈的各项资源和地域优势，吸引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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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技术人才，提高公司在智能控制器和智能硬件设计、研发团队的整体实力；另外，公司的主要客户如伊

莱克斯、惠而浦、西门子、BSH、TTI、HUNTER、万向钱潮等在长三角地区设立生产基地或采购中心，

杭州基地的建设可以更好的为国际品牌客户进行产品配套服务，有助于与客户信息交流、同步研发、及时

供货和快速响应等方面的合作。凭借两大核心业务+两大战略基地的核心优势，公司将为更多企业、产业

提供更完备、更智能化、更优质的服务，将充分借助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圈的各项资源和地域优势，逐步

扩大集团运营规模，推动公司向集团化、全球型企业发展进程。 

4、非公开发行事项 

公司分别于2016年12月1日、12月19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以及2016年第五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非公开发行相关事项，该次非公开发行A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03,000万元，扣除发

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用于投资长三角生产运营基地建设项目、电子制程自动化与大数据运营管控平

台系统项目、智能硬件产品族研发与产业化项目、智慧生活大数据平台系统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于2017年1月22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70061号）,

并于2017年3月20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以下简称“反

馈意见”）。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研究和落实，并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对

相关事项进行了资料补充和问题答复，根据要求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公开披露，相关内容于2017年4月13

日刊登在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已按照要求将上述反馈

意见回复及时报到中国证监会。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2,266.43万元，同比增长49.85%；实现营业利润11,401.05万元，同比

增长66.9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195.9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0.29%。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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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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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本报告期新设1家子公司，于本报告期新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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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23日，公司设立控股子公司深圳泰新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 

公司本报告期内转让1家子公司，于本报告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2017年4月8日，公司与自然人邱桂梅女士签订深圳和而泰照明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将其持有

的和而泰照明 60%股权转让给自然人邱桂梅，转让后公司持有和而泰照明10%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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