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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多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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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根据 2017 年 1 月 17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实际控制人及控

股股东关于多伦科技 2016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议案》，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以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20,668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送红股 10 股（含税），

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5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

增 10 股。该议案尚需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多伦科技 60352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松 钱晓娟 

办公地址 南京市江宁区天印大道1555号 南京市江宁区天印大道1555号 

电话 025-52168888 025-52168888 

电子信箱 li_song@duoluntechnology.com qianxiaojuan@duoluntechnology.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多伦科技成立于 1995 年，致力于推进中国机动车驾驶人智能培训和考试系统、智能交通类产

品创新与产业化应用，实现智能交通领域的多元化发展，围绕大数据、云计算、深度学习、三维

虚拟仿真、物联网、北斗卫星定位六大核心技术，形成了智能驾考、智慧交通和智能驾培三大产

品体系。 

（二）经营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业绩来自智能驾考、智慧交通两大业务领域，主要经营模式为： 

1、生产模式 

公司产品生产过程主要体现为产品设计、软件研发、硬件采购及加工、系统安装及集成、调

试等环节，生产周期为从前期设计开始到验收合格结束的整个过程。在产品设计及软件研发环节，

公司根据客户自身经营管理需求，为客户量身设计、定制管理软件平台；在硬件采购及加工环节，

公司在公开市场采购通用设备和材料，采用核心部件自行生产，其他非核心部件外购或外协的方

式获取零部件；在系统安装及集成、调试环节，公司在项目现场，根据客户要求的进度进行硬件

设备安装、软硬件系统集成和安装完成后的调试工作。在这种模式下，公司负责核心硬件、部分

通用硬件和系统软件的生产和开发，并从市场上采购其他的通用部件，将软硬件进行集成，形成

完整集成系统。 

2、销售模式 

公司的主营产品包括智能驾考、智慧交通和智能驾培类产品，主要客户涵盖全国各级公安交

通管理部门、驾驶培训机构及其他具有交通工程总承包资质的总承包商等，主要以招投标及商业

谈判方式实现产品销售，产品销售遵循“一单一议”原则。公司产品主要采用直销模式完成销售，

即产品直接销售给终端用户。 

3、采购模式 

公司主要通过外购方式取得生产所需原材料，对于部分非核心部件同时采用外协加工的方式

取得。公司外购件实行标准件和非标准件分类采购，其中标准零部件根据市场预测制定常规采购

计划，非标准件则根据客户订单需求实施定制化采购。通过分类采购，公司可在保证正常生产的

基础上，最大限度减少库存并降低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和客户响应速度。 

（三）所在行业情况 

公司所属行业为“制造业（C）-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39)”。公司业务领域主



要涉及如下两个行业： 

1、驾考驾培行业 

驾驶员考试及培训行业市场空间广阔，其促进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消费升级带来汽车产

销量的持续增加、城镇化发展工作生活圈大幅扩大以及生活习惯和观念转变使得拥有驾驶资格成

为一项基本技能、考场便民化带来的新增考场需求、公安交管部门对驾考标准的动态调整带来的

考场系统升级改造，以及驾驶员培训体验升级带来的互联网+智能化驾驶培训系统建设需求等。 

继 2015 年《关于推进机动车驾驶人培训考试制度改革的意见》出台后，公安部和交通运输部

于 2016 年 8 月联合颁布了《机动车驾驶培训教学与考试大纲》。驾驶人考训的庞大需求和以提升

驾驶安全为目的的监管政策常态化调整将持续推进“便民利民”的改革方向，政策导向更加注重

道路交通法律法规知识和实际道路驾驶技能的融合教学，旨在提升教学的规范性、有效性，提高

教学质量和学员满意度。驾驶模拟设备教学也被明确列入改革要求当中。以上改革方向催生了我

国驾考、驾培行业的进一步自动化、智能化、信息化及规范化需求，行业的整体服务升级已成为

未来发展趋势，将促进未来驾考、驾培设备行业的持续智能化升级及驾培行业的信息化和互联网

化升级，行业未来具有长期可持续性的增长空间。 

2、智慧交通行业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交通拥挤、交通事故、环境污染、能源短缺等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

面临的共同问题。智慧交通系统将从缓解交通拥挤、减少交通事故、降低环境影响以及提高工作

生活效率等方面产生可观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十三五”期间，随着公路、铁路、城轨、水路、航

空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智慧交通作为进一步提升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的有效手段将

成为智慧城市建设投入的重点方向。        

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及物联网等新技术的迅速发展，促进了智慧交通产业的

高速发展和日趋成熟。我国智慧交通系统已从前期探索进入到实际开发和应用阶段，全国多个城

市已在公路交通信息化、城市道路交通管理服务信息化及城市公交信息化等领域进行了积极探索

及产业应用，并取得了良好成效。预计未来随着政府持续推动绿色交通建设以及高新技术的不断

成熟与应用，智慧交通行业将维持快速增长势头。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年 

总资产 1,910,009,944.51 1,394,792,521.29 36.94 1,282,384,736.88 

营业收入 832,156,435.87 733,040,106.51 13.52 662,531,65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08,798,238.48 304,959,921.42 1.26 262,505,279.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305,807,799.22 304,553,703.35 0.41 260,340,950.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364,163,956.02 635,574,717.54 114.63 424,215,640.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98,647,615.78 253,053,107.55 -61.02 272,677,803.4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6299 1.9675 -17.16 1.69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6299 1.9675 -17.16 1.69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8.86 60.21 

减少31.35个

百分点 
73.23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31,472,980.75 191,802,838.78 205,109,412.00 203,771,204.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91,251,504.41 80,216,293.88 73,103,750.37 64,226,689.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91,348,809.51 80,030,267.01 73,005,941.58 61,422,781.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6,689,210.20 30,442,862.43 -185,844.04 75,079,807.59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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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5,10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8,09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

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南京多伦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0 130,897,500 63.33 130,897,50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华夏君悦（天津）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0 5,281,481 2.56 5,281,481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南京金伦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0 4,650,000 2.25 4,650,00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南京嘉伦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0 4,650,000 2.25 4,650,00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深圳市鼎恒瑞沣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0 4,018,519 1.94 4,018,519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方德基 2,069,957 2,069,957 1.00 0 无 
  境内自然

人 

赵会来 0 1,550,000 0.75 1,550,000 无 
  境内自然

人 

何文达 837,800 837,800 0.41 0 无 
  境内自然

人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

－领航新兴市场股指基

金（交易所） 

759,020 759,020 0.37 0 无 

  

未知 

方文艳 718,155 718,155 0.35 0 无 
  境内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未知是否具有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

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6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32亿元，同比增长 13.52%；发生营业成本 3.29亿元，同比

增长 29.30%；实现利润总额 3.62亿元，同比下降 0.07%；实现净利润 3.09亿元，同比增长 1.10%；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3.09亿元，同比增长 1.26%。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截止 2016年 12月 31日止，本公司合并财务报告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南京多伦仿真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多伦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多伦互联网技术有限公司 

沧州市华通机动车驾驶人综合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荣安多伦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