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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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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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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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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3334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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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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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生科技 股票代码 00290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曲 蒋琢君 

办公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软件路 15 号第二层

201 室、三、四层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软件路 15 号第二层

201 室、三、四层 

电话 020-29118777 020-29118777 

电子信箱 stock@e-tecsun.net stock@e-tecsun.net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经营模式、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公司所处行业为软件与信息服务业，是国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业信息化的领先企业。公司主营

业务为面向人社、医疗、金融等行业提供信息系统建设和相关运营服务，涵盖社保（制发）卡、社保

卡应用环境建设、基于社保卡应用的运营服务等综合信息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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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卡应用业务是公司的核心业务，近年来，随着人社信息化进入了从“便我”转向“便民”的新阶

段，公司总结多年社保领域经验及对未来行业市场发展的判断，创新性提出“社保卡是政府与群众之

间重要的信息和金融通道”。并在此认识基础上，响应人社部门“建立以社保卡为载体的“一卡通”服务

管理模式”的目标，逐步推进穿点成线、连线成片、聚片成面的业务战略，助力实现惠民服务“一卡通”、

社会保障“一卡通”。 

（1）社保卡 

社保卡是一张服务群众的民生大卡，在就业服务、社保缴费与待遇领取、就医购药结算以及其他

民生服务方面广泛应用，成为群众方便快捷享受民生服务的身份凭证和重要载体。随着社会和技术进

步，社保卡已进入三代卡升级阶段，特别是“互联网+”服务新业态、新趋势的发展，赋予社保卡线下“实

体卡”和线上“网卡”的并存形态。目前，公司在“制卡”、“发卡”、“用卡”方面所服务的区域已近20个省

份，服务范围正逐步扩大。在四川乐山，通过“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发放一卡通”这项业务，乐山的

社保卡销售量在2018年底同比提高30%以上。随着人社信息化服务逐步深入推进，更多的业务应用、

更完善的用卡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及主动精准的信息服务，有力激发了群众对社保卡提出新一轮的需

求。 

（2）社保卡应用环境建设 

为适应不同人群、多层次业务场景的多元化用卡需求，公司通过“平台+终端”的技术架构，构建

起了线上线下一体化综合服务体系。随着社保卡应用逐步拓展至更多民生服务（如：待遇领取、就业

服务、乘车出行）等高频高粘性应用场景，公司自主研发的服务终端设备从2017年同比增长64%，至

2018年同比增长72%，围绕应用场景提供的系统平台建设创收渐显。全国逾两万个社保服务网点（社

保机构、药店、银行、社区、农村等地），通过公司不断叠加应用服务，搭建社保卡用卡环境建设并

持续运营，提升了社保卡的民生服务效能。截止2018年底，公司在华东地区的用卡环境建设已初具规

模，前期由终端设备织出的一张便民服务的网，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逐步形成“最多跑一次”，

推动公司向人社信息化重点工作“人社大数据应用”方面发展。 

（3）基于社保卡应用的运营服务体系 

社保卡集成了身份认证、医保结算、银行账户支付等多种服务，公司作为中国银联在金融社保业

务方面的战略合作伙伴，积极推广“移动支付”在医保结算等领域中的应用，在广东、四川两省成效显

著，截止2018年底，已有120多家广州市医院完成“医保移动支付”的系统改造。如此，公司利用社保

卡的“移动服务”、“金融服务”，将不断支持政府运用社保卡为群众提供“定向”、“主动”、“个性化”的

精准服务。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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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业地位等 

 

近年来，人社工作在深化改革中不断发展，就业局势保持总体稳定，社会保险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管理服务水平不断提升。人社信息化建设适应、支持和推动业务发展，自2017年全面部署和启动“互

联网+人社”行动以来，新理念、新技术正支撑和引领管理服务不断创新。 

截至2019年3月底，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到12.5亿人，覆盖全国总人口的89.6%，人社部计划2019

年提前完成“十三五”持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的目标任务，持卡人数不少于12.78亿。人社领域实现普

遍用卡，其他领域的用卡规模和范围也日益扩大，社保卡的规模优势和应用优势决定了社保卡已被更

多政府部门认可为“惠民惠农资金和民生服务的唯一载体”，让群众充分享受到了“一卡通”的便利。随

着人社部门管理服务范围和对象的不断扩展，各项数据正快速归集整合，人社与公安、扶贫、交通等

部门积极探索开展了数据共享应用，为各地精准扶贫、社会保险扩面、资料认证等提供数据支持。总

的来看，人社大数据已进入加速发展期，应用潜能正在逐步显现。 

20年来，公司在人社领域已经拥有较为全面的行业覆盖，并根据群众需求和政策要求，持续深入

地进行行业渗透，业务布局全国100余个地市，其中“参保缴费”、“医保移动支付”、“就业服务”、“待

遇发放”等应用业务正加速推广。面对人社信息化服务步伐的加快，公司依托长期积累的市场资源，

加强通道建设，积极拓展社保卡应用市场，打造群众满意的人社服务产业生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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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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459,913,767.01 426,821,755.43 7.75% 343,032,513.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2,177,437.39 57,520,627.53 25.48% 48,733,107.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1,752,675.59 54,836,749.44 12.61% 43,985,314.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189,821.03 52,928,151.26 -22.18% -29,763,337.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413 0.5449 -0.66% 0.487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413 0.5449 -0.66% 0.48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20% 13.80% -2.60% 14.16%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846,586,606.40 777,309,422.59 8.91% 510,859,764.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70,529,187.75 623,868,806.96 7.48% 352,485,69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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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202,204.36 91,236,037.89 96,182,972.84 195,292,551.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744,837.06 17,004,424.09 8,369,946.11 39,058,230.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705,545.14 10,791,300.34 5,773,652.92 38,482,177.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941,236.98 -34,696,831.95 -29,267,125.93 168,095,01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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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8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4,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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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虢晓彬 境内自然人 30.31% 40,418,100 40,418,100 质押 9,200,000 

孙狂飙 境内自然人 9.30% 12,400,700 0   

刘峻峰 境内自然人 6.19% 8,250,400 8,109,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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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松禾成长

二号创业投资

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70% 6,264,700 0   

正安县致仁企

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69% 6,248,700 5,661,297 质押 1,600,000 

李竹 境内自然人 2.35% 3,127,100 2,346,075 质押 2,346,100 

郭宏 境内自然人 2.25% 3,001,600 0   

赣州西域生德

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3% 2,842,600 0   

正安县致汇企

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1% 1,747,800 226,141   

吴汉诚 境外自然人 1.27% 1,699,23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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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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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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 

2018年是公司推动人社信息化服务建设战略规划的攻坚之年，报告期内，公司基于多年深耕社保

卡行业的经验和理解，以“搭建政务与民生的桥梁”为愿景，通过建设以社会保障卡为载体的“一卡通”

运营服务体系，充分发挥社保卡的价值，助力人社部门提升信息化服务能力，使政府各项民生服务政

策主动、精准直达每一位受惠群众。 

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5,991.38万元，同比增长7.75%；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7,217.74

万元，同比增长25.48%。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为社保服务终端、社保信息化服

务对利润的贡献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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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保卡 166,711,290.46 67,827,299.65 40.69% -14.67% -22.28% -3.98% 

社保服务终端 77,112,985.19 25,654,942.69 33.27% 72.25% 77.00% 0.89% 

社保信息化服务 161,933,098.17 95,316,709.68 58.86% 30.52% 44.50% 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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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业务年度口径汇总的主营业务数据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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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6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2018 年6 月15 日，财政部颁布了财会〔2018〕15 号文《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

通知》，《通知》明确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中，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

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本通知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本公司因执行上述文件，对比较财务报表影响说明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2017年末/2017年度影响金额 

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

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变更后

的报表格式详见财务报表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25,599,685.80  

其他应收款 5,761,061.94 

固定资产 19,993,768.59 

在建工程 0.0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08,214,090.26 

其他应付款 972,070.84 

长期应付款 0.00 

研发费用 47,903,693.09 

财务费用 -1,159,433.27 

其中：利息费用 1,070,583.35 

       利息收入 2,310,2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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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2018年新设立子公司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主要经营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持股比例(%) 取得方式 

直接 间接 

芜湖德生城市一卡

通研究院有限公司 

芜湖市 芜湖市 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 

100.00 0.00 投资设立 

广州德生智能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市 广州市 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 

0.00 100.00 投资设立 

（1）芜湖德生城市一卡通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芜湖城市一卡通”）系由广东德生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出资设立，于2018年11月27日取得注册号为91340207MA2T9CBK2Y号《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芜湖城市一卡通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0万元，其中：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认缴出

资人民币100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0.00%。实缴注册资本0.00元。 



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7 

（2）广州德生智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能信息”）系由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德

生智盟贸易有限公司出资设立，于2018年3月13日取得注册号为9144010MA5AQQ067H号《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智能信息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00.00万元，其中：广州德生智盟贸易有限公司认缴出资人

民币60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0.00%。 

第一期实收资本为200.00万元，其中广州德生智盟贸易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200.00万元，占实收资

本的100.00%，该项出资业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州分所审验，并于2018年4

月13日出具XYZH/2018GZA10538号验资报告。 

第二期实收资本200.00万元，其中广州德生智盟贸易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200.00万元，占实收资本

的100.00%，该项出资业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州分所审验，并于2018年10月

16日出具XYZH/2018GZA10708号验资报告。 

 

2.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如下： 

子公司名称 是否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2018.12.31 2017.12.31 

广州德生金卡有限公司 是 是 

广州德生智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是 是 

广州德生科鸿科技有限公司 是 是 

广州德生智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是 否 

芜湖德生城市一卡通研究院有限公司 是 否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长签字： 

公司公章： 

2019 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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