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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61                                证券简称：远望谷                            公告编号：2019-038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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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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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望谷 股票代码 002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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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琳 方晓涛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南十道 63 号

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 27 楼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南十道63号高

新区联合总部大厦 27 楼 

电话 0755-26711735 0755-26711735 

电子信箱 stock@invengo.cn stock@invengo.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产品及其用途，经营模式等 

远望谷是中国物联网产业的代表企业，领先的RFID技术、产品和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公司始终专注于RFID核心技术、产

品与解决方案的研发，拥有自主研发的RFID芯片、电子标签、读写器、手持设备等产品达100多种，并开发了图书管理智能

解决方案、智慧旅游解决方案、无人零售解决方案、服装物联网解决方案等。 

公司坚持“内生式发展与外延式发展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经营发展模式。内生式发展方面，公司主营业务持续聚焦于铁路、

图书及零售物联网领域，同时大力发展纺织洗涤、智慧旅游、烟酒管理、智能交通等RFID物联网垂直应用领域。公司积极

把握产业发展的新机遇，深耕细分市场，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和资源投入，持续开拓国内及海外市场；外延式发展方面，公司

通过股权收购、增资入股和股权投资基金等方式，积极运作与物联网相关的投资并购，以期发挥产业链协同效应的最大化，

分享投资企业带来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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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经营模式以及主要业绩驱动因素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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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铁路业务 

据发改委、中铁总数据，2017年全国铁路投资为8010亿元，2018年原计划安排7320亿元，在装备投资增长和基建潮加速推进

的双重刺激下，2018年投资额有望重返8000亿元以上。2018年10月31日国务院将推动铁路建设明确为基建补短板重要任务，

认为出于稳经济、稳投资考虑，2019年铁路投资有望进一步加大。在“公转铁”的政策趋势下，铁路装备采购迎来向上拐点，

对公司铁路业务的发展是一个机遇。 

远望谷深耕铁路行业多年，以支撑铁路现代化建设为己任，依托公司RFID核心技术，围绕我国铁路行业的深度需求及痛点，

先后研发出了一系列铁路运输设备检测管理产品和解决方案。远望谷参与的中国铁路车号自动识别系统是亚洲最大的RFID

物联网工程之一，开创了国内RFID技术规模化应用的先河，使中国铁路运输的管理水平一跃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2、图书业务 

2018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正式实施，政府设立的公共图书馆应当加强数字资源建设、配备相应的设

施设备，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文献信息共享平台，为社会公众提供优质服务。公共图书馆法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设

立公共图书馆，截至2016年全国拥有2,851个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该政策有望带来图书增量市场。 

作为全球领先的RFID智能图书管理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致力于为全球图书馆客户提供最先进、最可靠的图书管理智能解

决方案。公司首开UHF-RFID智慧图书馆解决方案之先河，基于大数据和SAAS构架的图书馆管理服务云平台，更将为实现

图书馆行业业态的变革和提升、更有效地促进出版商、图书馆和读者之间的交互联接提供支持。公司推出的24小时城市街区

自助图书馆解决方案，为广泛的公众读者群体提供了便利，为全民阅读提供了最佳途径，也为城市文化事业的发展，实现以

文化产业承载文化事业，提供强有力地支撑。 

3、零售业务 

中国的零售行业正处于关键转型期。线下零售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线上流量红利也逐渐见顶，线上巨头积极布局新零售市

场，线下龙头企业也纷纷转型，零售行业已经进入自我改造和快速更迭的快车道。目前，新零售概念下的需求端数字化普及

已基本完成，但供给端仍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未来供给侧改革有望成为行业下半场的主题。 

远望谷是一家涉及RFID全产业链的产品与解决方案供应商，在针对零售行业的端到端的价值链上，着力打造自身在大数据

中台的采集与应用核心竞争力。在核心的芯片研发、设备研发、智能制造、智慧供应链解决方案、智慧门店解决方案等方面

提供一站式的整体方案，成为支撑零售生态环境的技术服务商之一，支撑零售大数据采集和应用的平台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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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6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437,891,734.33 508,047,408.59 530,751,383.33 -17.50% 486,470,680.99 486,470,680.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79,030,863.7

0 
1,523,728.43 2,269,374.92 -7,988.99% 40,271,299.24 40,271,299.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5,675,983.9

1 
-39,680,950.37 -40,463,881.15 531.86% -8,334,662.42 -8,334,662.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72,145,367.89 -18,284,428.06 -8,528,965.00 -745.89% -16,564,701.73 -16,564,701.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20 0.0021 0.0031 -7,906.45% 0.0544 0.05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20 0.0021 0.0031 -7,906.45% 0.0544 0.05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84% 0.09% -3.02% -11.96% 2.52% 2.52%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6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2,159,202,820. 2,262,630,540. 2,279,374,165. -5.27% 2,133,208,927. 2,133,208,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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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22 09 09 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404,206,132.

29 

1,648,404,154.

84 

1,603,592,767.

85 
-12.43% 

1,609,396,213.

15 

1,609,396,21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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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031,525.79 116,816,798.31 94,652,422.25 147,390,987.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964,755.45 -45,561,754.25 -629,009.31 -109,875,344.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214,204.28 -45,884,968.71 -18,197,891.54 -164,378,919.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269,273.95 -42,921,956.07 -6,524,554.83 27,570,41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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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42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96,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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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玉锁 境内自然人 22.50% 166,426,913  质押 120,870,000 

陈光珠 境内自然人 4.71% 34,866,728 26,150,046 质押 23,680,000 

陈长安 境内自然人 2.53% 18,729,760 18,729,760   

李霞 境内自然人 1.11% 8,221,10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44% 3,228,800    

刘存香 境内自然人 0.30% 2,182,500    

周敏 境内自然人 0.28% 2,087,214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28% 2,038,073    

蔡巧越 境内自然人 0.19% 1,402,040    

江明 境内自然人 0.17% 1,278,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徐玉锁先生与陈光珠女士为夫妻关系，为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李霞通过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8,221,100 股。公司

股东刘存香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182,500 股。公司股

东周敏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9,016 股，还通过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 2,068,198 股，实际合计持有 2,087,214 股。公司股东江明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

有 487,700 股，还通过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791,100 股，实

际合计持有 1,278,800 股。   公司股东江新海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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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200,167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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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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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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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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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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7 年 4 月 2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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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财会[2017]13 号），要求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

内施行。2017 年 12 月 25 日，财政部修订印发《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对

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 2017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按照上述通知及上述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和

要求，公司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详情请参见2018年4月26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39） 

2、2018 年 6 月 15 日，国财政部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

格式进行了修订。公司根据财会[2018]15 号文件的相关规定，按照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

新收入准则的企业）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详情请参见2018年11月16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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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全资或控股子公司： 

2018年3月，新设子公司深圳市远望谷锐泰科技有限公司。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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