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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78                           证券简称：延华智能                           公告编号：2017-020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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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7,395,957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6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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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华智能 股票代码 002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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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朝晖  

办公地址 上海市普陀区西康路 1255 号普陀科技大厦 7 楼  

电话 021-61818686*309  

电子信箱 yanhua_sh@126.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2016年，公司围绕“智慧城市的服务和运营商”的战略定位，继续推进“业务转型深化和外延并购扩张”的双轮驱动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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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战略规划、科研投入、团队建设等方式进一步打造和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上半年，公司业绩保持了较好的增长，基本

实现了年初确定的经营目标。2016年7月，公司大股东、实际控制人胡黎明先生因涉嫌内幕交易配合公安机关调查，12月底

确认其犯内幕交易罪并受到了刑事处罚。该事件的发生打乱了公司发展的步伐，对公司经营带来了较大冲击，项目投标率及

中标率明显下降，最终导致公司年度经营计划未达预期、业绩发生较大下滑。 

高端咨询——引领智慧城市业务、创新服务产品 

公司高端咨询日益成为行业的标志性品牌，通过探索建筑智能化、绿色建筑、智慧环保等领域与建筑业现代化进程的结

合，体现“节能、环保、可持续发展”的新观念，积极探索信息化手段，尤其是通过对BIM技术的研究，进一步加强智能化技

术、虚拟仿真技术、信息统筹技术在建筑业中的研发、应用和推广，提升勘察设计、生产施工、运营维护等环节的信息化水

平，实现建筑产品向绿色、低碳、智慧方向发展。咨询引领公司在业务、服务和产品三方面进行创新，为公司的市场开拓做

出了重要贡献。 

报告期内公司承接了重庆荣昌区智慧城市顶层规划设计、城市超大型园区的规划设计、真如医养一体机构智能化工程，

完成长风生态区智慧管理平台研发、黄浦区低碳智慧应用研究；完成“基于云计算技术的公共信息服务核心平台开发及示范

应用”项目的开发，顺利通过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组织的中期评估专家验收并获普陀区政府配套支持，研究并形成智

慧城市核心竞争力。在产品创新方面形成了智慧园区、智慧社区、主题公园、智慧综合体和智慧建筑解决方案，引领公司开

拓这些领域的市场和业务。高端咨询的发展支撑了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项目落地实施。公司在BIM、大数据和互联网+应用

服务方面经过坚持不断的创新研究与示范应用，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模式创新形成了极具市场竞争力的平台产品和解

决方案，满足和引导市场需求。 

智能建筑——夯实基础、积极探索新增长点 

智能建筑业务是公司智慧城市战略体系下的重要业务板块，2016年公司持续加大建筑智能化与信息化的市场开拓力度，

通过加大科研投入，重点提升了数据中心、城市综合体、大型公建、智慧社区、智慧园区、智慧医院等行业的智能化解决方

案提供能力，承接了上海紫贝文化创意港改建项目、吉林市公安局业务技术用房弱电智能化系统、贵州安顺车管所信息化建

设、黄石市公安局业务技术大楼指挥中心等公安信息化及管理智能化项目、武汉绿地中心项目智能化系统、三亚海棠湾亚特

兰蒂斯酒店一期及水上乐园项目影音系统、远大购物广场项目（A区）等智能化工程，同时公司顺应国家政策导向，将PPP

模式视为新的战略增长点，积极寻找机会参与到相关项目的建设中。 

智慧医疗——借力外延并购 打造智慧医疗云平台核心竞争力 

报告期内，智慧医疗进一步优化升级产业链、打造细分领域的核心竞争力。从差异化的产品发展、创新的营销及服务模

式、梯队化的人才队伍建设等多方面出发，形成了一系列旨在推动产业升级发展的战略措施。特别是在核心产品研发层面，

根据对市场竞争现状的深入分析及对未来行业发展趋势的综合理解，集中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开展“智慧医疗云平台产品”

的研发工作，为公司打造智慧医疗领域核心竞争优势奠定了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借助外延并购，提升智慧医疗核心竞争力，通过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方式控股收购了北京美迪希兰

数据有限公司，增强了公司在“智慧医疗云平台”方面的力量，同时，公司将原有的智慧医疗业务及成电医星的业务不断融合

创新，基本形成了“医疗信息化引领智能化”为特征的智慧医疗产业链的核心竞争力，不断拓展“医院信息化”和“区域医疗信

息化平台”两个层面的业务。 

智慧节能——发展具有特色的绿色化设施运维管理服务 

公司的智慧节能业务围绕“一轴引领、四轮驱动、数据引擎”的发展战略，以咨询为引领（“一轴”），依托能源大数据挖

掘与分析业务为支撑（“引擎”），以能耗监测系统和全能源计量工程、合同能源管理与节能改造工程、节能减排和BIM咨询

顾问业务以及绿色化设施运维管理服务业务为驱动（“四轮”），发展基于能效提升的绿色化设施管理的特色服务，致力于成

为“全国一流的综合节能服务与运营商”，从单体建筑到区域再到城市，为智慧城市绿色节能保驾护航。 

公司紧跟政府导向，积累了深厚的技术底蕴与丰富的项目实践，并以独特的战略眼光，率先推出新型的市场化节能机制

能源管理合同，承接并实施了数百个国内外综合绿色节能服务项目，并获得多项国家及地方认证与荣誉；多次参与行业标准

文本的制定工作。报告期内，公司在智慧节能板块申请获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证书3件、申请发明专利3件、实用新型专利2

件，获得计算机软件测试报告4件。同时，智慧节能业务借助公司全国布局的市场网络，已覆盖华东、华南、华北、华中、

东北、西南、郑州和海南八大区域中心，延伸至全国各地。 

智慧环保——以咨询引领、大数据推动环境管理精准化 

报告期内，智慧环保业务紧紧围绕公司智慧城市发展战略，以高端咨询为引领，带动“大气治理”、“水治理”和“环保信

息化”等各项业务，形成了公司在智慧环保行业内的竞争优势。报告期内，公司成功完成了苏州市“十三五”智慧环保发展规

划项目，发挥了公司在智慧环保行业的专业技术优势。公司在VOCs治理工程领域深耕细作，完成了“松风齿科废气补集及治

理项目、上海三鼎大硫化车间废气捕集及治理项目、五冶集团上海有限公司油漆作业挥发性气体、上海二十冶建设有限公司

VOCs环保工程等项目，通过专业技术咨询服务，带动VOCs环保工程业务的拓展。同时，公司在城市排污许可证核发与三监

联动系统开发不断累积经验，形成核心产品与竞争力；在水生态修复方面，通过河道水检测项目，发展以智慧+环保为特色

的河道水检测技术。 

数据中心——绿色数据中心提供全生命周期定制服务 

数据中心事业部是公司在报告期内新设的事业部，定位为数据中心专业领域的服务与运营商，依托公司全国布局的市场

网络和其他业务部门的协同配合，提供针对各企业或行业的大型数据中心的解决方案。同时，事业部整合集团在节能、BIM

等专业领域的优势和解决方案，致力于打造绿色数据中心和为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定制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数据中心业务捷报频传，先后承接了万国数据北京日上数据中心项目、湖南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数据中心项

目、基金大厦南方基金数据中心设计项目、临沂城市云计算中心工程、荆楚云数据中心。同时，公司与曙光星云签署多项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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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合作协议，双方就深层次、全方位地进行城市云计算中心及全息智慧城市及关联领域的市场开拓、技术开发及模式创新等

方面达成战略共识，已经在临沂城市云计算中心项目上展开深入合作。 

 

    报告期内，公司外部面对宏观经济增速放缓、行业竞争加剧、政府采购项目招投标延迟等因素的影响，内部面临大股东、

实际控制人受到刑事处罚事件的冲击，致使公司的经营管理和业务发展经历了严峻考验。公司选举了顾燕芳女士为董事长、

于兵先生为公司总裁，增选陈敏恒先生为董事，并在其带领下，对外以各业务板块负责人为核心继续开拓市场和业务，对内

以各职能部门负责人为核心稳定公司日常管理和人才团队，上下齐心积极面对困难。同时，公司创新拓展了数据中心和智慧

环保两大业务板块，积极探索PPP模式并将其作为新的战略增长点。目前，公司的管理架构和人才团队稳定，公司将一如既

往加大全国市场网络的建设，整合各方资源进行市场开拓；同时，重点提升项目的中标率和盈利能力，加大业务拓展和项目

利润的实现力度，尽快实现业绩的止跌回升，确保未来以更好的业绩回报各位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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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1,099,278,292.39 1,116,593,515.00 -1.55% 824,207,262.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463,764.81 102,223,874.51 -56.50% 57,909,129.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300,056.84 91,258,742.21 -76.66% 53,376,654.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576,818.66 80,048,571.26 -133.20% 79,704,058.3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15 -60.00% 0.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15 -60.00% 0.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9% 11.15% -7.26% 7.90%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2,298,817,899.91 2,115,793,360.76 8.65% 1,358,117,866.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61,746,848.01 1,153,479,556.92 0.72% 722,230,31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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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259,282.82 268,103,068.57 200,312,320.16 389,603,620.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184,399.72 29,423,166.15 996,887.72 4,859,311.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696,961.69 21,879,859.93 -7,501,947.43 -774,817.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0,582,048.51 14,464,976.31 4,003,840.53 125,536,4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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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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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84,15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67,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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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黎明 境外自然人 18.53% 134,778,273 134,778,273 质押 37,820,000 

上海延华高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01% 131,001,321  质押 100,116,600 

廖邦富 境内自然人 2.97% 21,612,605 21,612,605   

廖定烜 境内自然人 1.07% 7,761,887 7,761,887   

廖定鑫 境内自然人 1.07% 7,761,887 7,761,887   

文水彬 境内自然人 0.41% 2,982,823    

罗太模 境内自然人 0.23% 1,645,630    

李媛 境内自然人 0.16% 1,154,200    

蔡国安 境内自然人 0.15% 1,1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新兴

龙头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14% 1,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胡黎明先生持有上海延华高科技有限公司 71.02%的股权，是上海延华高科技有限

公司的控股股东，是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廖邦富

为廖定烜和廖定鑫的父亲，三人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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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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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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同期变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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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市场竞争继续加剧、政府采购项目招投标延迟、公司实际控制人受到刑事处罚等内外部原

因，报告期内公司的经营情况较上年出现大幅下滑，实现营业总收入109,927.83万元，同比降低1.55%；营业利润2,051.57万

元，同比降低79.5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446.38万元，同比降低56.50%。 

    报告期内，尽管营业总收入、营业利润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呈现较大跌幅，但公司依然坚持进行

战略结构转型，通过“业务转型深化和外延并购扩张”的双轮驱动战略，加大业务调整和收入结构调整的力度，具体情况如下： 

    （1）传统的智能建筑板块业务占营业收入的比重逐年稳步下降。围绕“智慧城市服务与运营商”的战略定位，公司借助外

延并购方式主动调整业务结构，通过不断提高以软件与咨询服务类收入为主的智慧医疗、智慧节能等业务的占比，从而逐步

降低以工程收入为主的智能建筑的业务占比。经过近三年的调整，报告期内智能建筑板块业务占比降至主营业务收入的

56.76%。 

    （2）智慧医疗坚持打造和提升核心竞争力，通过提高高毛利率的软件业务占比实现利润结构的变化。公司加大与成电

医星业务的融合力度，智慧医疗板块业务贡献的净利润已经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50%以上，成为公司真正的先

导产业。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大对智慧医疗的投入，通过支付现金的方式控股收购了北京美迪希兰数据有限公司，智慧医

疗板块逐步形成了“医疗信息化引领智能化”为特征的智慧医疗产业链的核心竞争力。 

    （3）智慧节能板块业务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报告期内，公司的智慧节能业务板块的营业收入较去年增长32.17%，

已经形成咨询、工程和运维服务收入并举的业务模式，在快速做大业务规模的同时，逐步增加软件、运营等服务类收入的占

比。 

    报告期内，公司面临内外部的冲击，尽管整体利润出现下滑，公司依然坚定实施“咨询引领、智能基石、节能推进、医

疗先行”的战略方针，加大业务结构和收入结构调整力度，最终实现医疗信息化软件和绿色节能服务产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远超过传统智能建筑业务产生的利润，公司的战略结构调整初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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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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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建筑 619,887,340.41 60,516,557.66 9.76% -11.12% -52.81% -8.63% 

智慧医疗 176,345,339.79 61,048,898.45 34.62% -18.34% -8.69% 3.66% 

智能产品销售 191,337,327.39 16,709,862.62 8.73% 86.57% 88.85%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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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较上年同期降低56.50%，主要原因是受宏观经济增速放缓、政府采购项目招投标

延迟、工程进度放缓等因素影响，同时公司大股东、实际控制人胡黎明先生受到刑事处罚的事件对公司经营造成了一定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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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的变更 

（1）执行《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 

财政部于2016年12月3日发布了《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号），适用于2016年5月1日起发生的相关交易。

本公司执行该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将合并利润表及母公司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

整为“税金及附加”项目。 

税金及附加 

将自2016年5月1日起本公司经营活动发生的房产税、土地使

用税、印花税从“管理费用”项目重分类至“税金及附加”项目，

2016年5月1日之前发生的税费不予调整。比较数据不予调

整。 

调增合并利润表税金及附加本年金额1,414,537.88元，调减合

并利润表管理费用本年金额1,414,537.88元。调增母公司利润

表税金及附加本年金额1,113,755.44元，调减管理费用本年金

额1,113,755.44元。 

2.会计估计的变更 

报告期内，本公司无重大会计估计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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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1）本公司2016年度以支付现金的方式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北京美迪希兰数据有限公司51.00%股权，美迪希兰

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2）2015年12月17日，公司与西藏金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金缘”）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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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西藏金缘持有武汉延华高金智慧城市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40%股权。公司原持有高金管理公司20%股权，本次收

购后，公司持有高金管理公司60%股权，高金管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2.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1）武汉延华高金智慧城市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5年12月17日，公司与西藏金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金缘”）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收购西藏

金缘持有高金管理的40%股权。公司原持有高金管理公司20%股权，本次收购后，公司持有高金管理公司60%股权，高金管

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2016年7月15日，公司与高金管理、西藏金缘及湖北省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高新产业投资”）签

订《武汉延华高金智慧城市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以下简称“高金合伙”），高金管理作为高金合

伙的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基金管理人，故本公司为被投资方第一大股东，对高金合伙的财务及经营实质控制。 

（2）上海长风延华智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长风延华智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风延华”）系由本公司与上海长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协议双

方共同设立于2016年1月18日出资设立。长风延华注册资本为3,000.00万元。 

注册资本投资比例如下： 

公司投资认缴出资2,100.00万元，占注册资本70%； 

上海长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认缴出资900.00万元，占注册资本30%。 

截至2016年12月31日，长风延华实收资本为人民币600.00万元，其中：公司实缴420.00万元，占实收资本70%，资金来

源为本公司自有资金；上海长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实缴180.00万元，占实收资本30%。 

（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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