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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23                               证券简称：梦网集团                           公告编号：2018-037 

梦网荣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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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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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网集团 股票代码 00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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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稷文 朱雯雯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中四道 30 号龙泰利科

技大厦 2 层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中四道30号龙泰利科技

大厦 2 层 

电话 0755-86017901 0755-86017719 

电子信箱 lijiwen@montnets.com zhuwenwen@montnets.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移动互联网云通信服务业务 

梦网当前主营中国最大规模之一的企业云通信平台，是中国领先的云通信服务商，构建以IM云、视频

云、物联云、数流云四位一体的企业云通信服务生态，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移动互联网云通信服务。 

公司持有工信部颁发的跨地区增值电信业务许可证，包含IDC、ISP、呼叫中心和SP业务，是同时获得

ISO27001、ISO9001和CMMI认证的移动互联网增值技术企业。坚持致力于移动数据应用的研究开发和技

术创新，在移动应用运营支撑领域，针对政企移动信息化开展了深入的研发、建设、维护和服务，其软硬

件产品和平台广泛应用于互联网、金融、商超、物流等领域，目前拥有客户规模数十万家，客户包括几乎

所有中国互联网巨头和新兴行业龙头（独角兽们）、73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43家券商和54家公募基金，

与包括中国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交通银行、平安集团、华夏银行、光大银行、重庆农商行、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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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商行、深圳证券交易所、招商证券、安信证券、华夏基金、天弘基金、南方基金、易方达基金、新华人

寿、腾讯、新浪、搜狐、百度、小米、盛大、阿里巴巴、万达、京东商城、亚马逊、苏宁、国美、凡客诚

品、当当网、唯品会、携程、艺龙、同程网、途牛、快的、顺丰、韵达、中通、七天连锁、如家、美的、

摩拜单车、OFO在内的众多知名企业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为数十亿用户提供沟通便利。 2015年、2016

年、2017年梦网的移动信息发送数量节节攀升，在移动云通信领域建立了领先优势，成为中国云通信市场

的领航者。 

目前梦网云通信主要包括以下四个平台： 

1.IM云 

IM云是基于互联网和运营商网络，采用文字、图片、语音、视频方式实现企业即时消息通讯的沟通平

台，目前是公司规模最大，业务最成熟的产品，我们正在运行的企业短信平台就是IM云的初级解决方案，

是IM云的1.0时代，提供的是基础通信的产品。在初级阶段，我们是中国最大的解决方案提供商，业务量

目前已经稳居中国第一。随着移动互联网和5G的到来，新的产品业态正在不断推出，按照IM云整体发展

战略，我们将从B2C及C2B2C两端入手，我们通过和运营商以及多渠道合作，将从基于简单文字的短信模

式走向富媒体信息，并进一步叠加更多的增值业务，切入云商务，包括基于人工智能的移动营销和移动服

务，不断通过各种场景的应用为企业的通信和商务赋能。 

消息通信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础的需求和动力，IM云是梦网客户业务能力的基石，随着5G时代的

到来和信令的开放，我们将面向企业提供与时俱进的IM云整体解决方案。我们将在今年内将IM云升级为

2.0，完成从传统短信向富媒体信息的升级，并逐步实现3.0的增值应用。IM云是目前公司的主营业务，我

们需要在产品功能上推陈出新，在原有SMS市场规模上大步迈进，在继续巩固全国龙头地位的基础上逐步

走向海外，为成为全球最大的云通信服务提供商做勇敢的实践。 

2.视频云 

视频云(M VaaS )是专门为5G及下一代互联网需求打造的实时通信（RTC）平台，凭借云上卓越的视音

频技术及强大的视音频通信能力，可以为各类传统业务即时嵌入基于移动互联网的视频与语音能力，帮助

移动互联网应用商快速开通各类主流视音频业务，以极低的成本迅速获得专业视音频建设和运营能力。梦

网视频云在互联网视频压缩编码技术方面处于中国顶尖行列，以实时轻视频技术为核心，开放智能视频、

Video CDN、VR、视频编码、视频渲染、分布式缓冲等前沿视频技术，提供涵盖视频运营平台、带宽、视

频技术、牌照、播控、资本及支付通道等完整的生态体系。 

梦网云播是M VaaS 之上孵化的垂直SaaS产品，是一种应用级解决方案，主攻商业直播这一巨大应用

市场。为各类事件和活动提供直播服务，用创新的传播方式创造影响力。梦网云播适用于企业年会、新闻

发布、峰会论坛、集会、婚礼、路演、选秀、剧场、体育赛事、才艺展示、远程看店、微课堂、产品发布

等各类型场景。 

梦网将基于移动互联网基础上的视音频强能力平台和轻视频应用，为企业提供最佳的沟通体验，并同

IM云一起组成富媒体云通信平台的核心能力，我们还会进行IM云和视频云的融合，建立更多面向场景和

应用的解决方案，形成标准化和规模化的富媒体通信输出能力和网络资源，包括高级的富媒体通信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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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运算能力。 

3.物联云 

即物联网通信云，是梦网基于运营商网络，专门面对通信构建的智慧公有云，也是基于以物为终端的

富媒体通信平台。通过物联云，帮助企业系统、设备与其客户之间形成一个更强大的联接能力，无所不在

的感知、连接、平台和应用形成一体，高清视频、医疗、教育、消防、家庭智能系统都可通过各种并入物

联云的移动终端轻松实现。平台提供强大的通讯能力实现人和设备快速和高效接入网络，实现人、物、云

之间的安全交互和计算，综合利用物联网、大数据和AI等云计算技术实现智慧通信和设备管理（WCDM）

和可自学习的智慧规则引擎(SWRE)。平台以PaaS+SaaS云的方式，提供强大的通信管理、设备管理和应用

组件能力，构建以生态、平台和服务三位一体的物联云平台核心发展方向，协助客户将产品快速向智能化

和服务化转型，以及更好的连接和服务最终用户。物联云是梦网云通信中十分重要的板块。 

4.数流云 

数流云是在智能终端快速普及和移动互联网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为进一步提高企业用户流量使用效

率，降低手机移动数据流量使用门槛，促进企业移动应用的加快发展而建立的企业移动应用数据流量智能

优化与分发平台。基于企业流量后向付费及定制模式，采用开放平台架构、灵活的智能路由优化策略

（SROS）、自适应弹性容错机制(AEFT)和实时回调（RC）技术，实现全国流量资源统一接入、高效分发

和管理。平台提供PaaS云平台+SaaS应用服务等多个产品及行业解决方案，支持SDK、API、H5和应用等

多种接入方式，具有高安全、全覆盖、高时效、易接入和易管理等优势。 

（二）节能大功率电力电子设备的设计和制造业务 

公司从事的节能大功率电力电子设备的设计和制造业务，产品包括： 

电能质量与电力安全：高压动态无功补偿装置（SVC）、高压静止无功发生器（SVG）、串补(FSC)、

电力滤波装置（FC）、有源滤波装置（APF）。 

变频传动与新能源控制系统：轻型直流输电系统（HVDC）。 

节能大功率电力电子设备制造产品为定制化的产品，订单生产，量身定制，实行以销定产。产品广泛

应用于冶金、电力、煤炭、有色金属、电气化铁路等重点耗能行业，在节能降耗，提高电网安全性和稳定

性，改善电能质量，提升煤矿安全生产水平，保障矿工生命和矿井财产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节能大功率电力电子设备制造业是一个新兴行业，涉及重大节能技术，为先进制造业、国家重大装备

制造业及高技术产业，受国家多项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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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2,549,870,488.54 2,800,172,414.10 -8.94% 1,804,461,59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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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0,455,346.54 256,133,221.76 -6.12% 98,559,203.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1,414,496.74 91,149,835.15 -10.68% 19,205,332.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9,110,694.68 312,822,454.18 -20.37% 48,986,158.8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 0.30 -6.67% 0.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 0.30 -6.67% 0.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7% 5.12% -0.45% 3.48%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6,760,137,200.61 6,966,661,457.27 -2.96% 7,340,079,445.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901,249,710.84 5,143,798,464.83 -4.72% 4,822,339,43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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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657,815.97 612,658,324.71 501,546,864.24 855,007,483.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112,733.02 114,812,866.30 56,467,013.97 29,062,733.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719,054.51 27,966,299.96 56,204,963.04 -39,475,820.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072,825.69 53,442,965.87 143,571,012.39 98,169,54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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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26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50,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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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文胜 境内自然人 19.03% 163,978,375 122,983,782 质押 153,944,000 

深圳市深港产

学研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19% 70,573,316 0 质押 59,722,050 

孙慧 境内自然人 4.96% 42,775,059 39,219,432 质押 39,000,000 

上海域鸿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55% 39,219,432 39,219,432   

梦网荣信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 

其他 3.28% 28,243,843 0   

左强 境内自然人 3.15% 27,147,433 27,147,433 质押 26,499,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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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融发展

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43% 20,936,550 0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二组合 
其他 2.01% 17,299,795 0   

深圳市万达高

创投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6% 16,043,502 0 质押 14,800,000 

陈新 境内自然人 1.55% 13,324,189 9,993,142 质押 3,84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深圳市深港产学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市松禾成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与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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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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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公司主业正由重组后的双主业发展逐步转向面向 5G 网络，聚焦打造大型富媒体云通信平台的移

动互联网业务的单主业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54,987.05 万元，同比减少 8.94%；实现营业利润 29,336.29 万元，同比

增长 2.85%；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24,045.53 万元，同比减少 6.12%｡ 其中：梦网科技对公司

2017 年业绩贡献为 26,411.27 万元。  

2017 年，梦网科技实现营业收入 169,270.45 万元，同比增长 17.97%；实现营业利润 28,693.01 万元，

同比增长 5.76%；实现归属于梦网科技所有者的净利润 26,411.27 万元，同比增长 2.19%。 2017 年较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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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增速放缓的原因主要在于梦网科技公司今年对研发的投入持续大幅增加，另外基于储备公司未来新的

利润增长点，对新业务的开发导致期间费用增加。  

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减少 8.94%，主要是本报告期公司继续推进逐步退出传统电子电力行业的

战略目标，相继处置了几家电力行业的子公司，导致电力行业收入下降 37.23%。但同时，移动互联网云通

信业务的收入增长 17.99%，以增量弥补了电力行业收入的部分缺口。 

报告期，公司营业利润同比增长 2.85%、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同比减少 6.12%，主要是审计

机构考虑在完成对辽宁荣信兴业电力技术有限公司的相关处置之后将彻底剥离电力电子业务，未来公司在

电力电子业务将只有少量未执行完的订单待履行。基于会计政策的谨慎性原则，需对仍保留在公司与电力

电子业务相关的可预期使用率较低的固定资产、存货和部分应收账款加大计提减值准备的力度所致。 

报告期，随着电力行业业务规模的缩减以及费用控制力度的加强，公司成本控制取得一定效果，期间

费用呈下降趋势，其中：销售费用 21,413.74 万元，同比下降 26.53%；财务费用 2,667.74 万元，同比下降

27.94%；管理费用 28,581.37 万元，同比增加 0.24%。 

报告期，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24,911.07 万元，同比减少 20.37%，主要是本期经营活

动现金流出增加所致。 

报告期，公司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为 171.72 万元，同比增加 104.07%，主要是本期联营

及合营企业亏损减少所致。 

报告期，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为 16,783.77 万元，同比减少 53.58%，主要是持有

的高澜股份公允价值变动所致；公司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为 795.45 万元，同比增加 566.05%，

主要是非全资子公司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报告期末，公司货币资金 53,934.59 万元，同比减少 34.24%，主要是回购股份支付现金及短期借款、

银行承兑汇票到期付款所致。 

报告期末，公司少数股东权益 1,915.87 万元，同比增加 608.88%，主要是本期新增纳入合并范围的非

全资子公司所致。 

报告期，公司综合毛利 29.14%，同比下降 0.87%，电力电子产品毛利同比增长 2.94%，主要是由于本

报告期执行的合同质量较高，盈利性较强；梦网科技公司业务毛利率为 27.61%，较梦网科技公司上年同期

业务毛利率下降 3.15%。 

报告期，公司收购深圳百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剩余 73.52%股权，梦网百科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并正

式更名为深圳市梦网百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收购深圳市尚鼎企业形象策划有限公司 100%股权；全资新

设深圳市梦网物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佳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上海网坤通信科技有限公司；认缴

出资 85%股权新设辽宁荣信兴业电力技术有限公司；将荣信嘉时（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注销。 

报告期，公司将北京荣信瑞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85%股权转让给王学辉；将子公司荣信电力工程

DMCC 公司 100%股权、荣信电力有限公司（英国）100%股权、北京荣信慧科科技有限公司 85%股权、荣

信电气传动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时为公司子公司的荣信汇科电气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后又将荣信汇科电气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通过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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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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信息即时通

讯服务收入 
1,570,982,874.22 462,985,495.69 29.47% 15.00% 5.53% -2.78% 

电能质量与电力

安全 
588,904,112.29 189,683,518.84 32.21% -38.22% -33.62% 2.23% 

变频传动与新能

源控制系统 
173,349,921.83 30,130,827.83 17.38% -21.74% -62.30% -1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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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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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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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7年1月16日，公司设立荣信汇科电气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后于2017

年6月29日将荣信汇科100%的股权转让，公司将荣信汇科从设立日至处置日的收入、费用、利润纳入合并

利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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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7年3月8日，公司设立辽宁荣信兴业电力技术有限公司，公司持有其85%的股权，2017年3月纳

入合并报表。 

3、2017年4月26日，公司设立深圳市佳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2017年4月纳

入合并报表。 

4、报告期，公司收购深圳市梦网百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剩余73.52%股权，2017年5月纳入合并报表。 

5、2017年8月25日，公司设立上海网坤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2017年8月纳入

合并报表。 

6、2017年11月10日，公司设立深圳市梦网物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2017年

11月纳入合并报表。 

7、报告期，公司收购深圳市尚鼎企业形象策划有限公司100%股权，2017年12月纳入合并报表。 

8、报告期，公司将荣信嘉时（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注销，工商注销手续已于2017年7月21日办理

完毕。 

9、报告期，公司将持有的荣信电力工程DMCC公司100%股权转让，不再纳入合并报表。 

10、报告期，公司将持有的荣信电力有限公司（英国）100%的股权转让，不再纳入合并报表。 

11、报告期，公司将持有的北京荣信慧科科技有限公司85%的股权转让，不再纳入合并报表。 

12、报告期，公司将持有的荣信电气传动系统（上海）有限公司100%的股权转让，不再纳入合并报表。 

13、报告期，公司将持有的北京荣信瑞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85%的股权转让，不再纳入合并报表。 

14、自2017年起，上海地澳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因房屋及厂房租金长期拖欠而被查封，除董事长（法

定代表人）以外，已无其他员工上班，原有财务人员已离职。本公司于2017年前期与法定代表人多次联系，

其拒绝上交各类资证，包括公章、财务章、营业执照、财务账薄等，2017年后期法定代表人拒绝与本公司

沟通，因本公司对上海地澳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已经丧失控制，故2017年度未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4）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梦网荣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余文胜 

2018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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