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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35                           证券简称：同为股份                           公告编号：2018-015 

深圳市同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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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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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0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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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为股份 股票代码 002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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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晗鹏 谷宁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科技生态园 9 栋 B4

座 23 楼 

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科技生态园 9 栋 B4

座 23 楼 

电话 0755－33104800 0755－33104800 

电子信箱 dongmiyhp@tvt.net.cn dongmiyhp@tvt.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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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要从事安防视频监控产品硬盘录像机、摄像机及视频监控管理平台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公司不断革新产品

技术指标，完善产品功能，产品布局涵盖从模拟标清到模拟高清、网络高清等多种系列和型号的前后端视频监控设备，已形

成了前后端产品并重发展、逐步提供整体解决方案的业务体系，产品线较为完整。 

公司采取ODM、OBM相结合的经营模式，在OBM模式下，公司自主完成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并以自有品牌将产

品销售给客户，公司依托自身对市场的把握能力研发产品，打造公司品牌影响力；在ODM模式下，公司根据客户订单和市

场需求情况，自主设计和研发产品的构造、功能和系统等以供客户选择。目前，公司主要采取ODM模式完成产品生产和销

售。 

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 

2、公司所处行业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视频监控产品属于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行业代码：C39）。

根据国家发改委、科学技术部、工信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的《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指南（2011年度）》，

公司所处行业属于“信息”产业中的“数字音视频产品”领域，属于国家鼓励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从实际应用

来看，公司产品主要用于安防领域，所处行业亦通称为安防行业，其细分行业为视频监控行业。 

一方面，随着全球恐怖主义和破坏活动时有发生以及各种组织机构面对的安全风险日渐增多，包括恐怖袭击、有组织犯

罪、暴力事件、盗窃团伙和破坏活动等，促使在全球范围内安全议题逐步得到重视，安防意识也逐步提升，导致了全球对安

防产品需求量逐渐增大；另一方面，技术变革、产品升级和系统集成的创新，也刺激了安防市场的健康增长，增强了安防市

场的渗透力。总的来说，安防产业成为目前全球成长最快的产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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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212,038.65 526,684,646.09 -0.85% 493,602,547.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451,044.27 64,244,091.64 -68.17% 60,267,090.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061,155.41 61,569,140.52 -88.53% 57,986,466.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671,195.58 65,465,298.75 -156.02% 63,654,834.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30 -70.00% 0.7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30 -70.00% 0.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6% 19.25% -16.09% 22.20%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792,179,588.46 879,276,568.93 -9.91% 419,225,579.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50,739,252.88 646,529,286.38 0.65% 301,598,21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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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534,674.23 134,555,345.41 143,858,603.14 140,263,415.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294,850.22 10,438,550.11 4,647,881.73 -3,930,237.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585,994.93 10,228,990.86 4,496,148.15 -13,249,978.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097,682.27 10,756,469.23 -644,724.55 -27,685,25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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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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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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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1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7,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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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立志 境内自然人 32.03% 69,190,848 69,190,848   

刘砥 境内自然人 28.54% 61,650,736 61,650,736   

黄梓泰 境内自然人 10.69% 23,089,682    

杨晗鹏 境内自然人 0.28% 605,556    

童剑 境内自然人 0.28% 605,556    

刘志高 境内自然人 0.28% 605,556    

陈士光 境内自然人 0.28% 605,556    

刘杰 境内自然人 0.28% 605,556    

叶飞雄 境内自然人 0.28% 605,556    

袁石维 境内自然人 0.26% 565,05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郭立志、刘砥为公司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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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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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因美元汇人民币汇率变动及加大研发投入等原因，在公司销售收入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净利润出现较大下降。 

1. 公司业务规模基本稳定，但净利润出现较大下降 

公司2017年营业收入5.22亿元，同比下降0.85%，净利润2045.10万元，同比下降68.17%；主要因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下降的因

素，公司财务费用由2016年的-1159万元，增加到2017年的935万元，增长180.67%。 

2、为保持公司产品竞争力，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 

近几年安防视频监控行业处于技术快速升级、产品快速更新换代的大发展时期，为保持公司产品竞争力及公司的行业地位，

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2017年研发投入8022.81万元，同比增长19.76%，2017年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15.36%，同

比增加2.64个百分点。引进研发人才，加强研发团队建设。 

3、积极推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 

公司在惠州同为实施的视频监控录像设备建设项目、数字监控摄像机建设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等三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一期工程“一号厂房、二号宿舍”竣工并达到可使用状态，第一期工程已经进入小批量试产阶段，第二期工程已经在办理开

工前准备。 

4、立足海外市场，加大国内市场开拓 

公司自成立以来即以海外市场为主要发展方向，此次利用上市募集资金建设项目为契机，加大开拓国内市场，特别是北京、

上海、新疆等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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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端视频监控产

品 
266,041,753.55 188,322,578.50 29.21% 17.85% 30.85% -7.04% 

后端视频监控产

品 
250,132,971.30 174,008,921.40 30.43% -11.86% -5.85%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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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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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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执行财政部制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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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本次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

适用法处理。 

2、本公司编制 2017 年度报表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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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原

列报于“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的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和损失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利得和损失变更为列报于“资产处置

收益”。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调减营业外支出31,087.80元，资产处置收益31,087.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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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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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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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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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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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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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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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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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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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对2018年1-3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