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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12                           证券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2017-087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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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无 

所有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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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华智能 股票代码 00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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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洋 张高利 

办公地址 中山市小榄镇泰丰工业区水怡南路 9 号 中山市小榄镇泰丰工业区水怡南路 9 号 

电话 0760-22550278 0760-22550278 

电子信箱 hanyang@twh.com.cn zhanggaoli@twh.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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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5,099,208.37 1,469,515,369.15 -9.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7,546,286.85 29,929,619.61 -7.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2,752,467.20 27,443,142.64 -53.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5,249,336.06 -14,107,980.41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51 0.0273 -8.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51 0.0273 -8.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9% 1.13%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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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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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58,426,374.85 6,388,005,558.04 12.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91,089,650.83 2,792,995,053.69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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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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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小如 境内自然人 23.39% 256,236,760 256,236,760 质押 175,820,000 

珠海植远投资

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07% 110,318,988 0 质押 109,245,174 

珠海植诚投资

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8.49% 92,976,809 0 质押 92,976,800 

方江涛 境内自然人 7.01% 76,765,185 76,765,084 质押 7,000,000 

陈融圣 境内自然人 5.36% 58,665,499 58,665,499 质押 53,990,000 

蔡小文 境内自然人 3.86% 42,282,000 21,141,000   

中山达华智能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第 1 期

员工持股计划 

基金、理财产品 3.24% 35,475,314 35,475,314   

深圳金锐扬投

资管理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2% 14,499,205 14,499,205   

百年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保险产

品 

基金、理财产品 1.27% 13,927,997 0   

百年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保险产

品 

基金、理财产品 0.85% 9,280,4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蔡小如先生与蔡小文女士为姐弟关系，两人不存在一致行动人的关系;方江涛先生持有深圳

金锐扬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21.21%的股权；珠海植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与珠海

植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为同一自然人实际控制，为一致行动人；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

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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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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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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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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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的业务情况 

公司已经形成了以物联网产业（基础）、OTT、创新型互联网金融为三大核心的业务体系，目前，公司正在积极转型

升级，收购了卫星轨道后，公司将向国际卫星通信运营商转型。 

1、物联网产业 

公司在物联网领域拥有领先的技术，不断完善产品研发、销售及服务体系，不断深入拓展业务，公司已成为国内物联

网产业的龙头企业，物联网产业已成为公司战略升级的有力支撑。 

公司充分发挥物联网感知层的领先优势。并在物联网网络层、应用层，积极布局新产品、新技术，通过核心技术的产

业化，提升自身在物联网产业链上的服务领先优势，形成以硬件制造、系统集成、中间软件、整体解决方案以及物联网运营

为核心的业务体系。中山市肉菜溯源系统是最典型案例，公司通过与此前的下游用户合作，不断将物联网相关用户和数据信

息导入达华智能生活大平台。 

2、OTT 

2017年半年度，金锐显实现营业收入9.07亿元，净利润0.43亿元。公司继续保持与南方新媒体、国广东方的深入合作，

不断完善“客厅之屏”—互联网电视这一“终端”板块，公司分别与华闻传媒、优朋普乐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发展互联网电

视用户。公司在硬件制造、软件服务、内容提供等全面参与，覆盖千万级用户，完成自身在OTT业务规划并快速切入智能生

活领域，通过已拥有的“应用服务”、“大数据技术”、“支付”等多项资源和能力，向个人及家庭用户提供智能家居、智能教育

等服务，向政府提供智慧城市、食品溯源等服务，不断完善公司智能生活的闭合循环系统。 

3、创新型互联网金融 

互联网金融是公司战略重点领域。公司通过打造涵盖平台、应用、渠道三大结构的“场景金融”生态链，全面发力互联

网金融业务。 

公司收购润兴租赁40%股权，以最快的方式切入融资租赁行业。2016年度润兴租赁实现净利润3.30亿元，2017年半年度

润兴租赁实现净利润1.27亿元，归属于公司的投资收益0.51亿元，并在资产管理、供应链金融、保理等领域取得了较好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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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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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公司于2017年1月通过现金方式以6,500.00万元获得天津津报鹏程保险经纪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并于2017年1

月完成工商变更，故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2）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金锐显于2017年6月设立浙江金锐显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00万元，金锐显拥有

其100%股权，故本公司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3）本公司之子公司厦门商业保理于2017年4月设立孙公司厦门欣达华贸易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00万元，厦门商业

保理拥有其100%股权，故本公司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4）本公司之子公司厦门商业保理于2017年4月设立孙公司厦门紫光达华进出口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00万元，厦门

商业保理拥有其100%股权，故本公司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5）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达华于2017年4月收购英属维京群岛TOPBEST COAST LIMITED公司100%股权，本公司将

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6）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达华于2017年4月通过收购英属维京群岛TOPBEST COAST LIMITED公司100%股权拥有

ASEAN KYPROS SATELLITES LTD（星轨公司）100%股权，本公司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蔡小如 

                                                                                二O一七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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