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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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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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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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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9,526,426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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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唐智控 股票代码 30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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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林 孙畅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科技南五路

英唐大厦五楼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科技南五路

英唐大厦五楼 

传真 0755-26613854 0755-26613854 

电话 0755-86140392 0755-86140392 

电子信箱 liulin@yitoa.com Yitoa_stock@yitoa.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为电子元器件分销，软件研发、销售及维护，电子智能控制器的研发、生产、销售。公

司2017年因新增产品线等原因，实现营业收入739,987.53万元，同比增加75.27%。 

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行业的地位，详见“第四节经营情况讨

论与分析”中“九、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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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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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7,399,875,316.65 4,222,057,089.21 75.27% 1,771,394,932.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3,003,240.56 201,430,175.52 -29.01% 37,615,641.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6,971,243.62 138,008,765.04 -0.75% 29,856,572.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2,886,204.00 26,995,511.82 -1,851.72% -159,676,589.3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9 -31.58% 0.0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9 -31.58% 0.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65% 11.33% -3.68% 4.31%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5,115,830,831.74 3,616,760,956.35 41.45% 2,513,528,196.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86,590,000.43 1,872,546,514.93 0.75% 1,697,289,968.8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226,402,631.22 2,060,663,883.35 2,480,760,821.03 1,632,047,981.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001,791.74 43,158,171.05 48,181,449.10 18,661,828.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2,792,239.34 42,201,471.12 47,720,650.45 14,256,882.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5,579,614.62 -107,788,798.07 -14,730,011.32 -204,787,77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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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89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41,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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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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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庆周 境内自然人 26.55% 283,925,008 212,943,756 质押 279,951,357 

钟勇斌 境内自然人 4.37% 46,760,168 46,760,168 质押 46,760,168 

甘礼清 境内自然人 4.20% 44,930,024 44,930,024 质押 40,500,000 

李波 境内自然人 4.20% 44,930,024 44,930,024 质押 24,520,000 

光大兴陇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

－光大信托－

臻享 54 号单一

资金信托 

其他 2.54% 27,130,994 0   

深圳市易实达

尔电子技术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4% 22,876,794 22,876,794 质押 1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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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汉辉 境内自然人 1.75% 18,759,110 0 质押 12,840,000 

深圳市易商电

子技术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0% 16,059,510 16,059,510 质押 16,059,500 

陈秀红 境内自然人 1.44% 15,423,601 0   

付坤明 境内自然人 1.44% 15,350,328 15,350,328 质押 12,28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钟勇斌、甘礼清、李波、深圳市易实达尔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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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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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739,987.53万元，同比增加75.27%；营业利润20,951.65万元，同比下降

12.5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300.32万元，同比下降29.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3,697.12万元，同比下降0.75%。2017年公司继续推进内生加外延的融合战略，向电子

元器件分销领域横向发展，不断增加具有品牌优势的新产品线，销售规模较上年同期显著提升；但是，由

于上年处置子公司产生的非经常性损益对利润的影响较大，以及本报告期研发投入、坏账计提、资金成本、

场地费用、人员费用、业务分成等增加使得利润同比下降。 

分销金字塔布局 

近年来公司通过收购、整合及合作获得了众多电子核心产品的代理权，技术型和资源型产品线愈发丰

富，通过构建稳定的金字塔式产品结构形成了稳固的市场护城河，扩大了销售规模，盈利水平均有显著提

升。随着家电智能化、消费电子、汽车电子等行业需求量不断增加，公司贯彻实施内升及外延整合战略迅

速扩大销售规模，销售规模及盈利水平均有一定幅度的增长，进而提高了公司自身的行业地位及增强了公

司稳定的盈利能力。 

完善产业互联网平台 

公司的优软云目前分为八大版块： B2B商务、优软商城、优企云服、金融服务、人才招聘、英唐众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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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商城及服务专区，企业客户有较多选择性。统一的云服务已经不能完全满足企业需求，随着优软云的

不断升级，公司将为不同企业需要提供更具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定制化、个性化云服务，帮助解决企业管

理痛点，赢得市场。 

优软云为企业提供信息化服务以及各项增值服务的多功能型平台。从企业内部信息化管理，对外的电

子商务，以及渠道扩展，在整个企业信息化供应链的过程中提供金融服务等各项优质服务。公司通过信息

化技术手段将公司优势服务以及外界的公共服务打通，实现了企业信息化，助力企业实现互联网+。在企

业管理的每一个领域，都有诸多垂直S2S服务解决方案。 

布局供应链金融 

公司的产业互联网平台本身就是天然的供应链金融平台。公司的产业互联网平台可以实现财务流、实

物流的数据匹配，未来添加税务的功能可实现数据准确的流动资产固定化的功能。依据相关算法后开展供

应链金融的管理，可使整个链条风险大大降低。公司布局供应链金融，能够为制造业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支

持，改善行业内现金流，帮助企业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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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元器件产品 7,230,838,578.67 597,312,442.93 8.26% 79.52% 65.92%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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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因为合并范围变化、新增产品线等原因，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分别较上年同期增加75.27%、

77.80%。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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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4月28日，财政部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该准则自2017年5月28日起施行。对于该准则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该准则自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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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7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

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财政部根据上述2项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并于2017年12月25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资产负债表新增“持有待售资产”行项目、“持

有待售负债”行项目，利润表新增“资产处置收益”行项目、“其他收益”行项目、净利润项新增“（一）

持续经营净利润”和“（二）终止经营净利润”行项目。2018年1月12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一般企业

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根据解读的相关规定：对于利润表新增的“资产处置收益”行项目，本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的相关规定，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通知》进

行调整。对于利润表新增的“其他收益”行项目，本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

规定，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无需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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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1、联合创泰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1月20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香港全资子公司华商龙商务控

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商龙控股”）、徐泽林、黄泽伟签署了《关于联合创泰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

协议》。参考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2017年1月7日出具的“众联估值字【2017】第1001号”《深圳市华

商龙商务互联科技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拟收购联合创泰科技有限公司股权项目估值报告》收益法估值

结果，华商龙控股同意以4,845万港元受让黄泽伟持有的联合创泰48.45%的股权。付款方式：于交割日后十

个工作日内，由华商龙控股以现金方式分别向黄泽伟指定账户支付2,508万港元。若联合创泰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经审计的税后净利润高于或等于3,000万港元，则华商龙控股应于2018年6月30日以现金方式向黄泽

伟指定账户支付2,337万港元。 

2017年1月24日联合创泰科技有限公司完成了该公司的工商变更手续。 

2017年2月9日，华商龙控股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款港币2,508万元。 

2、深圳怡海能达有限公司 

2017年6月23日，公司子公司深圳华商龙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亚通”）在深

圳市签署了《关于深圳市怡海能达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协议”），依据中审众环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7年5月19日出具的众环审字（2017）012354号标的公司截止2017年3月31日的

《审计报告》之净资产，经双方协商，以自有资金3,825万元收购的怡亚通所持有怡海能达51%的股权。 

2017年6月26日，深圳市怡海能达有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经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颁发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40300398417059A《营业执照》。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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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26日，深圳华商龙支付了股权转让款3,825万元。 

（二）新设子公司 

1、深圳市英唐光显技术有限公司 

2017年1月10日，本公司与深圳市华明佰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明佰利”）在深圳市签署了《关

于共同出资设立深圳市英唐光显技术有限公司之合作协议》。公司与华明佰利共同出资设立深圳市英唐光

显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唐光显”），其中华明佰利以无形资产出资2,000万元，公司出资3,000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60%。公司已于2017年2月27日支付出资款人民币500万元。 

2017年1月11日，英唐光显取得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颁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DT52F5R号《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2、深圳市英唐金控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2月15日，公司与深圳市前海圣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下称“前海圣通”）共同出资设立深圳市深

圳市英唐金控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英唐金控”或“标的公司”），其中前海圣通出资4,000万元，公司出资16,000

万元，占总注册资本的80%。公司已于2017年10-12月支付出资款人民币1,800万元。 

2017年8月23日，英唐金控取得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颁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EPE5R6L号《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万元。 

3、深圳市彩昊龙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9月18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华商龙商务互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商龙”）与深圳市

彩昊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彩昊投资”）签署《关于共同出资设立深圳市彩昊龙科技有限

公司之合作协议》，合作投资设立控股孙公司“深圳市彩昊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彩昊龙”），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1,500万元，华商龙以自有资金人民币765万元出资，占彩昊龙总注册资本的51%。华商龙已

于2017年10月13日支付出资款人民币765万元。 

2017年9月14日，彩昊龙取得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颁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EQHAN9L号《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人民币1,500万元。 

4、优软商城（香港）有限公司 

2016年11月，公司子公司深圳市优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优软商城（香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万

港币。  

2016年11月8日，优软商城（香港）有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手续。 

截止2017年12月31日，深圳市优软科技有限公司尚未支付出资款。 

5、深圳市优软众创技术有限公司 

2017年7月，公司子公司深圳市优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软科技”）与深圳市我爱物联网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我爱物联网”）合作投资设立孙公司“深圳市优软众创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软众

创”），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优软科技以自有资金人民币600万元出资，占优软众创总注册资本的

60%。优软科技已于2017年7月27日支付出资款人民币120万元。 

2017年7月25日，优软众创取得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颁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7 

91440300MA5EMWLP47号《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6、深圳市英唐保理有限公司 

2017年9月，公司子公司深圳市英唐金控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深圳市英唐保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

币10,000万元。公司已于2017年11-12月支付出资款人民币1,700万元。 

2017年9月15日，英唐保理取得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颁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EQKM05E号《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7、深圳市英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公司子公司深圳市英唐金控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深圳市英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人民币10,000万元。英唐金控出资7,500万，占75%股权。 

2017年10月12日，深圳市英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取得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颁发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40300MA5ERM3H4W号《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截止2017年12月31日，英唐金控尚未支付出资款。 

8、英唐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2017年4月，公司子公司联合创泰科技有限公司成立英唐科技（香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万港币。 

联合创泰科技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港币60万元出资，占英唐科技（香港）有限公司总注册资本的60%。 

2017年4月6日，英唐科技（香港）有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手续。 

截止2017年12月31日，联合创泰科技有限公司尚未支付出资款。 

9、厦门市华商龙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公司子公司深圳市华商龙商务互联科技有限公司出资成立厦门市华商龙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万人民币。深圳市华商龙商务互联科技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70万元出资，占厦门市华

商龙科技有限公司总注册资本的70%。  

2017年10月16日，厦门市华商龙科技有限公司取得厦门市思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颁发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350203MA2YMDL43E号《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人民币100万元。 

截止2017年12月31日，深圳市华商龙商务互联科技有限公司尚未支付出资款。 

10、青岛华商龙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公司子公司深圳市华商龙商务互联科技有限公司出资成立子公司青岛华商龙科技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100万人民币。深圳市华商龙商务互联科技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70万元出资，占青岛

华商龙科技有限公司总注册资本的70%。 

2017年10月16日，青岛华商龙科技有限公司取得青岛市崂山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颁发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370212MA3EN0PG0J号《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人民币100万元。 

截止2017年12月31日，深圳市华商龙商务互联科技有限公司尚未支付出资款。 

11、青岛英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13日公司与青岛合创嘉盈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创嘉盈”）、青岛上风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上风国际”）签署《关于共同出资设立青岛英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合作协议》（以下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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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合作协议”），合作投资设立“青岛英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唐供应链”），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5,000万元，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2,550万元出资，占英唐供应链总注册资本的51%。 

2017年11月12日，英唐供应链取得青岛市市南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颁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02MA3EU0FF71号《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截止2017年12月31日，公司尚未支付出资款。 

12、青岛英伟创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14日，公司子公司深圳市英唐创泰科技有限公司与青岛海尔通信有限公司签署《关于共同

出资设立青岛英伟创物联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合作投资设立“青岛英伟创物

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英伟创”），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万元，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350万元

出资，占青岛英伟创总注册资本的70%。 

2017年11月20日，青岛英伟创物联科技有限公司取得青岛市崂山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颁发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370212MA3EW3RW1H号《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截止2017年12月31日，深圳市英唐创泰科技有限公司尚未支付出资款。 

（三）收购 

1、深圳市维泰软件开发技术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19日，公司子公司深圳市华商维泰显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商维泰”或“乙方”）与

深圳市维泰世纪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甲方将其持有深圳市维泰软

件开发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以人民币1元转让给乙方。 

2017年1月18日，深圳市维泰软件开发技术有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经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颁

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DGFL26G《营业执照》。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在购买日，深圳市维泰软件开发技术有限公司无任何资产、负债和经营活动，不构成业务，因此本股

权收购不属于企业合并。 

2、2017年12月1日，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与詹明权（以下简称“乙方”）、刘伟良（以下简称“丙方”）

签署《关于深圳市致盈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甲方以1元分别受

让乙方持有标的公司50%、丙方持有标的公司1%股权。股权转让后公司持有标的公司51%股权。 

2017年12月5日标的公司完成了该公司的工商变更手续并变更名称为深圳市英唐致盈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取得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颁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751697912号《营业执照》。 

在购买日，深圳市致盈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无任何资产、负债和经营活动，不构成业务，因此本股权

收购不属于企业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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