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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78                           证券简称：延华智能                           公告编号：2018-039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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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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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晖 唐文妍 

办公地址 上海市普陀区西康路 1255 号普陀科技大厦 7 楼  上海市普陀区西康路 1255 号普陀科技大厦 7 楼  

电话 021-61818686*309  021-61818686*309  

电子信箱 yanhua_sh@126.com  yanhua_sh@126.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2017年，受行业竞争加剧、国家环保监察导致政府采购项目招投标延迟等因素影响，公司面临严峻的市场竞争环境。

为此，公司坚定实施“咨询引领、智能基石、节能推进、医疗先行”的战略方针，同时及时调整经营策略，定下“以落实重大

项目为抓手，重点提升优质项目的中标率和盈利能力”的经营目标：一方面加大全国市场网络的建设，整合各方资源加大市

场开拓力度；另一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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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全年的努力，公司

在2017年第四季度业绩止跌回升，实现年度业绩的盈利。 

高端咨询——咨询引领、聚焦智慧、研发驱动和产品支撑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高端咨询板块业务，加大与国家政策、建筑业现代化进程的结合，继续在智慧园区、智慧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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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智慧社区、城市综合体、特色小镇、智慧运维等领域创新解决方案、扩大市场。咨询板块业务，体现了智慧、节能和运

维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通过聚焦智慧，研发驱动创新、产品开发支撑，运用大数据以及应用服务平台的研发、应用和推广，

真正强化咨询引领的作用，在业务、服务和产品三方面进行创新，为公司的市场开拓增加核心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承接了新湖商业广场、葛仙山道教文化景区/小镇、贵阳天河潭景区、青岛动车小镇智慧城市研发项目、

松江G60科技走廊智慧园区建设、环球西安中心城市综合体、郑州富士康智能生活小镇、宝山智慧园区等一批具有代表性的

智慧城市和智能园区的咨询、规划设计项目。高端咨询的发展引领了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项目落地实施能力。 

2018年公司将聚焦智慧，加大研发投入，结合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在装配式建筑、城市综合管廊和智慧运维等领域

继续开拓市场，在新业态、新产品、新服务和新模式等方面创新和应用开拓，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解决方案、全过程服务

和支撑产品，引导市场需求，开拓新的市场领域。 

智能建筑——保持传统优势板块、延伸拓展多类领域 

智能建筑业务是公司“全生命周期建设、运营与管理”战略下的重要业务板块。报告期内，公司在城市综合体、大型公建、

智慧医院等传统领域深耕细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数据中心、星级酒店、特色小镇、产业新城、产业园区等领域的业务拓

展，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行业解决方案，并承接实施了一系列代表性项目，主要包括青岛世界动车小镇（国家高速列车技

术创新中心）、临港南部综合体、宝山科创1号、汝州市科教园区、贵阳天河潭景区、江西葛仙村道教文化景区、茅台镇智

慧旅游建设等项目。 

智慧医疗——实现“全生命周期式服务”、助力提升核心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对现有医疗资源进行了全方位的整合，推出了集智能化、信息化、区域化、集成化于一体的，绿色智

慧医院全生命周期解决方案。全新的解决方案致力于为集团医疗客户打造更为优质、快捷、全面的保姆式服务。智慧医疗板

块通过集团在2017年度的优化、整合及建设，从优化解决方案、提升产品质量、人才梯队建设、项目开发储备等多个方面出

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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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优化升级产业链，为集团打造智慧医疗领域

核心竞争力奠定了坚实基础。 

智慧节能——打造建筑全生命周期建设、运营与管理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形成“以咨询顾问为引领、以能源监测平台为基础、以节能改造为手段、以绿色化设施运维为保障”

的建筑全生命周期建设、运营与管理服务模式，致力于成为全国一流的综合节能服务与运营商，开创智慧城市绿色节能的新

局面。 

凭借专业服务的现场运营团队和及时响应的平台管理团队，公司的建筑运营管理业务拥有扎实的市场基础，占上海市

较大的市场份额。报告期内，公司城区级咨询顾问业务覆盖范围已拓展至上海市6个城区；上海市区级能耗监测平台拓展至

10个政府用户，超600栋建筑用户，达2600万余平方米建筑面积；节能改造与EMC合同能源管理业务紧跟政府投资类项目，

提供全过程、多维度支持；绿色化设施运维业务量增长，服务的大型公共建筑超500栋。报告期内，公司开展实施了虹口区、

杨浦区的建筑能耗监测数据质量提升项目，基于能耗大数据分析方法提升数据准确性；同时，作为行业首家，将分项计量范

围从现有的电能扩展至电、水、燃气，实现全能源品种的计量和监测。 

报告期内，公司申报并承接科研项目近10项，如“基于大数据挖掘的建筑能效与故障诊断平台研究”、“基于图像识别的

建筑设施信息采集和智能诊断系统建设”、“公共建筑绿色化设施运维管理服务体系建设”、“用户侧智慧能源大数据挖掘与能

效诊断服务平台”等，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智慧环保——以排污许可证管理为突破口实现环保管理精细化 

报告期内，智慧环保业务板块在环保信息化、挥发性有机物VOCs监测与治理以及环保咨询业务板块均取得了一定的成

果。在环保信息化领域，公司以国家及上海市排污许可证核发与证后监管要求为切入点，为客户提供定制化的环保信息化产

品软件开发服务，承接了基于排污许可证系统的证后监管、排口信息化以及环保政务系统在内的多个软件产品开发项目。由

公司配合上海市环保局开发的“上海市排污许可证证后监管系统”，探索建立了重点污染源联动管理和全过程监管的信息共享

模式，以信息化方式为持证排污、按证排污、三监联动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在挥发性有机物VOCs监测与治理领域，公

司承接了一系列工业废气VOCs咨询、监测、治理项目，针对钢结构、汽修、橡塑、造纸等细分行业进行了废气专项监测与

治理服务。在环保咨询领域，公司以排污许可证系统为核心，开展环保咨询业务，承接了上海市经信委、科委、区科委等多

个智慧环保科研项目，并成功完成了公司信息化软件产品的成果转化，产品名列2018年第一批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

名单中。 

报告期内，公司着重于自身资质建设，完成了高新技术企业、安全许可证、信息系统集成四级资质的申办以及市环保

局运维监测资质的备案，为后续工作的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2018年，公司将继续着眼于实现各业务领域的进一步发展。在环保信息化领域基于环保政策的要求，对现有系统进行

持续的软件升级与延伸开发，并探索针对企业类型客户的环保管理软件开发；在环境治理领域，公司将在原VOCs废气治理

项目经验的基础上，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并将业务扩展至河道治理、水环境监测、海绵城市建设等新业务领域，旨在为

客户提供更专业更全面的环保服务。 

数据中心——绿色数据中心全生命周期服务商 

报告期内，公司把握互联网、大数据时代数据中心增容改扩需求的契机，积极拓展数据中心、云计算业务。报告期内，

公司在数据中心金融类企业级EDC客户和互联网IDC主流服务商两大核心市场取得了重大突破，先后中标上海证券交易所新

大楼数据中心、农行外高桥上海同城灾备中心项目；与中国银联、万国数据中心等老客户的合作再续硕果；实现了荆州市云

计算中心“荆楚云”正式启动上线试运行；承接了荆门市公安局、吉林公安局等典型数据机房项目。报告期内，公司当年完工

的项目，均保持了一次性验收通过的佳绩，服务质量得到客户好评，树立了行业口碑，巩固了绿色数据中心全生命周期的专

业服务商的行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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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是公司调整、稳定、发展、转型的重要一年。报告期内，公司定下“以落实重大项目为抓手，重点提升优质项目

的中标率和盈利能力”的经营目标，并实施了“百日奋战”计划，加快推进智能建筑、智慧节能等传统优势业务的拓展力度，

深度挖掘数据中心、云计算服务等新兴产业业务服务能力，加大科研投入，推进智城公司在区域中心的项目落地等各种举措，

一方面提高重点项目的中标率，另一方面提升在施项目的盈利能力，以实现公司经营的稳定发展，争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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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1,190,991,964.16 1,099,278,292.39 8.34% 1,116,593,515.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203,245.80 44,463,764.81 -43.32% 102,223,874.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502,446.59 21,300,056.84 -210.34% 91,258,742.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9,466,871.38 -26,576,818.66 399.01% 80,048,571.2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6 -50.00% 0.1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6 -50.00% 0.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7% 3.89% -1.72% 11.15%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2,230,019,964.04 2,298,817,899.91 -2.99% 2,115,793,360.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54,273,302.62 1,161,746,848.01 -0.64% 1,153,479,55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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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218,815.46 268,598,733.72 198,058,612.38 442,115,802.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901,278.79 17,736,530.67 -15,407,767.98 46,775,761.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812,511.98 -17,751,719.78 -14,571,646.78 36,633,431.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3,672,568.24 -1,158,508.58 -38,020,000.84 202,317,94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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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2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63,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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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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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胡黎明 境内自然人 18.82% 134,778,273 67,389,137   

上海延华高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30% 131,001,321 0 质押 131,001,321 

廖邦富 境内自然人 2.77% 19,825,288 19,825,288 质押 3,000,000 

廖定烜 境内自然人 0.99% 7,120,008 7,120,008 质押 1,500,000 

廖定鑫 境内自然人 0.99% 7,120,008 7,120,008   

项奇 境内自然人 0.47% 3,358,902    

余云嘉 境内自然人 0.39% 2,807,032    

陈耀芳 境内自然人 0.34% 2,399,700    

金晓燕 境内自然人 0.30% 2,138,560    

陆培元 境内自然人 0.28% 2,014,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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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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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017年，公司积极拓展业务、抢占市场份额，实现营业总收入119,099.20万元，同比上升8.34%；但是，由于市场竞争

环境严峻，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为-1,629.33万元，同比降低179.4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520.32万元，同比

降低43.32%。营业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呈现较大跌幅。具体情况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拓展业务、抢占市场份额，实现营业总收入同比上升；但是，由于市场竞争加剧，尤其在公

司业务占比较大的智能建筑板块，公司2017年上半年部分项目中标价较低，直接导致公司2017年上半年项目的毛利率出现大

幅下滑。此外，报告期内公司部分项目前期投入成本较大，个别项目最终结算额减少，导致全年净利润降低。 

（2）针对2017年上半年公司不利的经营情况，公司及时调整经营策略，以“落实重大项目为抓手，重点提升优质项目

的中标率和盈利能力”为经营目标，进一步整合多方资源，加大市场拓展力度，推进重点和优质项目的落地，提升各业务板

块的盈利能力，加强项目管理力度，公司最终扭转前三季度不利的经营情况，实现扭亏为盈。 

报告期内，尽管公司整体利润出现下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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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实现业绩的止跌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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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建筑 655,292,875.73 10,982,646.22 1.68% 5.71% -81.85% -8.09% 

智慧医疗 250,378,922.44 86,933,899.77 34.72% 41.98% 42.40% 0.10% 

智能产品销售 174,044,693.98 6,840,903.66 3.93% -9.04% -59.06%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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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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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会计政策的变更 

（1）本公司于自2017年1月1日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号）相关规定，采用未来

适用法处理。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影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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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科目核算 合并其他收益13,818,600.34元，增加合并营业利润

13,818,600.34元 

（2）本公司自2017年5月28日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及终止经营》（财会〔2017〕

13号）相关规定，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影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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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分终止经营损益、持续经营损益列报 增加上年合并持续经营净利润48,474,190.40元、增

加合并上年终止经营净利润0.00元；增加本年合并

持续经营净利润31,783,403.62元、增加本年合并终

止经营净利润0.00元。 

（3）本公司自2017年1月1日采用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相关规

定。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影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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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润表新增“资产处置收益”行项目，并追溯调整。 增加上年合并营业外收入0.00元；减少本年合并营

业外收入1,173,926.95元。 

非流动资产毁损报废按利得、损失总额分别列示，并追溯调

整。 

增加上年合并营业外收入0.00元；增加本年合并营

业外收入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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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2月上海延华物联网有限公司工商注销，本公司处置全部对上海延华物联网有限公司的投资（占上海延华物联网

有限公司的100%），丧失了对上海延华物联网有限公司的控制权。 

2017年6月云南成电科技有限公司工商注销，本公司处置全部对云南成电科技有限公司的投资（占云南成电科技有限公

司的100%），丧失了对云南成电科技有限公司的控制权。 

2017年10月24日，本公司与河北亿邦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协议，共同出资设立河北延华智城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1,000.00万元，其中本公司出资510.00万元，股权占比51%，河北亿邦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出资490.00万元，

股权占比49%。 

（4）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8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同比扭亏为盈 

2018 年 1-3 月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万元） 0 至 300 

2017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2,390.13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2018 年第一季度，公司上下一心团结一致，进一步整合集团资

源，以重大项目为抓手，加大业务拓展，提升优质项目的中标率

和盈利能力。2018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较

上年同期将实现扭亏为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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