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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67                    证券简称：东方网力                公告编号：2017-058 

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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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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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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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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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5,445,172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

金红利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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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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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东方网力   股票代码 300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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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晨 胡月乔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 1 号望京 SOHO

塔二 C 座 26 层 

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 1 号望京 SOHO

塔二 C 座 26 层 

传真 010-82328940 010-82328940 

电话 010-82325566 010-82325566 

电子信箱 irm@netposa.com irm@netposa.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要业务 

公司成立至今主要业务集中于安防行业，是国内领先的视频监控管理产品与解决方案提供商；同时，

为不断拓展业务版图，公司积极布局轨道交通领域，提供系统、专业的轨交领域自动化、信息化系统行业

解决方案。 

2、主要产品 

公司现在国内设立5个研发中心和21个区域办事处，业务覆盖国内全部省市区以及境外东南亚部分地

区，得到了行业市场的高度认可，广泛应用于公安、交通、教育、金融、司法、能源等领域，满足了客户

视频深度应用的需求。公司聚焦于各行业视频管理与应用平台产品、行业解决方案，已拥有众多核心技术

积淀及成熟的产品体系，“视云天下”系列视频监控管理应用产品体系包括视频图像联网共享解决方案、视

云数据中心解决方案、视图解析综合应用解决方案、公安大数据解决方案、视频侦查解决方案、智能交通

解决方案、物理安防解决方案、人证核验解决方案等。公司以视频技术为核心，拓展视频应用领域，凭借

先进的技术架构、开放的技术体系，构建视频大数据应用平台新生态，为行业用户提供专业化整体解决方

案。 

公司旗下有苏州华启、广州嘉崎、动力盈科、深网视界、物灵科技等行业领先的优秀子公司。苏州华

启主要为轨道交通及航空领域提供产品技术、系统集成、运营服务和技术咨询；广州嘉崎聚焦于公安视频

侦查业务；动力盈科主要从事社会化视频监控运营及安防系统集成服务；深网视界主要开展安防领域深度

学习的视频智能分析技术的研发和应用；物灵科技主要从事人工智能技术和产品的研发。 

3、行业发展情况和业绩驱动因素 

近年来，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以及物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快速发展，在反恐和社会治

安管理的刚性需求以及行业客户在智能化、数据信息挖掘和服务领域的需求不断提升下，视频内容应用市

场需求逐渐被激发，安防行业显示出持续较快增长态势。同时，高铁和城市轨道交通领域基础建设持续投

入使该领域细分市场保持较快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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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防应用与各行业业务呈现加速融合的趋势，使得安防产业的进入门槛不断提高，市场集中度逐步提

升。技术、品牌、资本的整合趋势开始呈现，研发、生产、销售、系统集成、服务等综合影响进一步增强，

有利于企业的快速发展及安防行业优质企业形象的树立。 

公司始终坚持研判行业技术趋势，不断清晰战略定位，持续进行压强式研发投入，对品牌塑造、营销

网络建设、本地化的服务能力和组织文化建设不断投入，逐步显现成效，公司在产品、技术、行业解决方

案等方面竞争优势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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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1,246,892.74 1,016,782,580.04 45.68% 639,807,035.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4,710,720.03 248,501,773.31 34.69% 135,792,495.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8,959,942.41 246,796,587.54 13.03% 135,117,694.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5,520,897.93 141,491,017.03 -39.56% 10,617,897.0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186 0.3356 24.73% 0.186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132 0.3315 24.65% 0.18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08% 25.60% -10.52% 19.74%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5,456,605,413.47 3,668,145,323.53 48.76% 1,580,662,498.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444,446,256.69 1,963,491,852.27 75.42% 780,802,34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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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412,007.90 369,833,954.11 345,908,815.70 549,092,115.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739,671.10 34,753,752.89 43,038,749.23 224,178,546.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2,601,995.79 35,099,853.11 43,402,822.04 167,855,271.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9,802,538.63 -86,200,546.63 -66,411,120.42 387,935,10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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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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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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79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8,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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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光 境内自然人 25.43% 217,540,701 216,863,612 质押 109,520,000 

蒋宗文 境内自然人 7.49% 64,034,075 64,034,075 质押 56,205,000 

高军 境内自然人 3.88% 33,168,725 33,168,725 质押 29,715,000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

邮战略新兴产

业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51% 30,042,22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邮信息产

业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76% 23,571,176    

钟宏全 境内自然人 1.99% 17,045,025 17,045,025   

无锡乾创投资

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4% 11,455,233 8,018,663 质押 7,955,233 

郭军 境内自然人 1.24% 10,595,563 10,595,563 质押 670,000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

邮核心竞争力

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0% 10,261,868    

云禧（北京）投

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云禧

五方 2 号定增

私募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6% 9,917,653 9,632,65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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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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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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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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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网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15 年公

司债券 

15 东网债 112302 2018 年 12 月 09 日 30,000 6.00%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

付情况 

公司已于 2016 年 12 月 9 日支付 2015 年 12 月 9 日至 2016 年 12 月 8 日期间的利息，按照债

券发行价格 100 元/张，发行数量 300 万张，年利率 6.00%计算，本期利息为 6.00 元（含税）

/张，此次支付利息总额为 1800 万元。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2016年4月1日，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对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进行了跟踪评级，其根

据公司提供的经审计的2015年财务报表及相关经营数据，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状况、现金流量及相关

风险进行了动态信息收集和分析，并结合行业发展趋势等方面因素，得出跟踪评级结论，决定提升东方网

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体信用评级至AA-级，维持评级展望为稳定，维持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AA+级。 

2016年度跟踪评级报告将于2017年6月30日前出具，公司将于跟踪评级报告出具后及时向投资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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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率 33.39% 41.88% -8.49% 

EBITDA 全部债务比 40.97% 31.71% 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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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保障倍数 9.16 10.43 -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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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作为公司持续快速发展壮大的一年，在公司管理层的统一部署下，公司凭借领先的技术、创新

的产品、完善的销售体系，充分利用资本市场提供的工具和手段，经过公司全体成员的不断努力，圆满地

完成了公司2016年经营指标。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8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5.68%；营业利润

32,457.7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0.66%；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33,471.07万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34.69%。 

公司总体经营情况如下： 

技术研发方面，2016年全年公司研发投入金额20,183.8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0.06%。公司在结合用

户需求持续对视频监控管理平台进行功能升级的同时，紧跟全球技术热点，以云化大数据、深度人工智能

和软硬一体化为战略导向开展技术研发，取得了不斐的研究成果。 

产品方面，公司首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分布式智能视频监控管理平台建设项目”、“网络硬盘录像机产

品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完成项目建设，达到了预计效益。报告期内，公司根据技术发展路径和行业需求的

变化，持续加大自主研发力度，新形成了警用图像处理系统、人脸系统、集群云存储、PVG+、轨道交通

CCTV系统、公安大数据平台等多个产品，并实现销售落地。公司在轨道交通业务中，围绕轨道交通自动

化、信息化系统打造产品地图，除原有高铁、普铁车载PIS系统产品外，针对城市轨道市场开发新产品。 

市场方面，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大营销体系建设投入，在保持原有北方区市场优势的同时，增强华

东、华南、西南市场的力量投入，新增东南亚办事处，开拓海外市场。轨道交通业务方面，突破了北车长

客市场，在滇南、重庆、沈阳、宁波地区城市轨道交通项目中实现突破。在除港铁外，还成功开拓了印度

和伊朗市场，中标了印度加尔各答地铁、诺伊达地铁和伊朗设拉子地铁项目，实现了国际市场开拓。 

组织建设方面，公司核心管理团队稳定，具有强大的技术实力和管理能力，能够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

势和方向，发现行业新的利润增长点，提升公司长期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战略和愿景清晰，注重人才的挖

掘培养和组织的建设。报告期内，为提升公司管理团队和核心骨干的凝聚力和创造力，吸引和保留优秀的

管理人才和业务骨干，为公司的持续快速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公司分别于2016年8月和12月实施完成公司

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预留部分及公司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的授予工作。 

资本市场方面，公司积极借助资本市场提供的工具和手段，加强公司研发实力，拓展业务布局。报告

期内，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实现再融资，共计发行45,994,195股，募集资金总额为11.27亿元。同时，公司

完成了动力盈科的全资化收购，进一步夯实了公司在社会化安防领域内的战略布局；以国家“一带一路”战

略为发展契机，投资参股马来西亚专业安防公司Cabnet，延伸在东南亚区域的业务布局；参与设立博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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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化产业投资基金,围绕视频、人工智能等领域及海外等新业务区域，进行挖掘潜在优质标的，适时进行

投资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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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VG 网络视频管

理平台 
685,489,427.87 480,732,103.35 70.13% 38.09% 43.59% 2.69% 

网络硬盘录像机 170,052,823.21 84,551,713.75 49.72% 10.25% 11.64% 0.62% 

前端设备 206,086,038.58 80,811,732.08 39.21% 26.99% 33.31% 1.86% 

轨道交通信息系

统 
265,357,439.06 168,048,747.65 63.33% 139.28% 131.13%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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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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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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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将合并利润表及母公司利润表/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 税金及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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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为“税金及附加”项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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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船税、印花税等相关税费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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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增利润表税金及附加本年金额858,166.14元，调

减利润表管理费用本年金额858,166.1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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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增加的合并范围内子公司情况 

（1）公司于2016年1月16日设立全资子公司东方网力（苏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智能”）

并在苏州高新区（虎丘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20505MA1ME3695E，法定代表

人为赵永军，注册资本为7,000.00万元。 

（2）公司于2016年9月21日设立全资子公司北京物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灵科技”）并在北京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注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10105MA008CKM05，法定代表人为高军，截至

2016年12月31日，注册资本为10,000.00万元。 

（3）公司于2016年5月12日对北京爱耳目科技有限增资手续完成，对其持股比例为19.50%，常春藤浙华（上

海）智能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其持股比例为40.16%，常春藤浙华基金将表决权委托

给东方网力，合计持有爱耳目的表决权比例是59.66%，2016年10月，东方网力对爱耳目进行增资，增资额

为3,200.00万元，增资后持股比例变更为43.56%。 

2、本期减少的合并范围内子公司情况 

（1）2016年11月，公司将其持有的东方瓦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100.00%股权和持有的爱耳目43.56%股权

全部转让给物灵科技。 

（2）2016年12月，物灵科技召开股东会决议，同意增加注册资本5,000.00万元并增加股东宁波梅山保税港

区物灵联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物灵科技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物灵科技表决权比例为50.00%，

截至2016年12月20日，公司对物灵科技及瓦力机器人、爱耳目不再具有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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