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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09                           证券简称：天泽信息                           公告编号：2018-037 

天泽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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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无异议声明。 

3、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4、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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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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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变更为江苏苏亚

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6、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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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122,31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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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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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泽信息 股票代码 30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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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丽丽 杜丹 

办公地址 南京市建邺区云龙山路 80 号 南京市建邺区云龙山路 80 号 

传真 025-87793753 025-87793753 

电话 025-87793753 025-87793753 

电子信箱 tianze@tiza.com.cn dudan@tiza.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的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公司主营业务及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自2000年5月成立以来始终秉承“让信息创造价值”的宗旨，旨在利用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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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领先IT信息技术手段升级传统产业，提供以物联网和大数据技术为核心的硬件、软件及服务，致力于打造产业互联网IT

服务市场龙头企业。公司自2011年4月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以来，在原有经营模式基础上，紧密结合市场需求变化、依托资

本市场支持，围绕主营业务纵向完善技术链条、横向扩展行业应用，通过“一纵一横”交汇融合带来的创新，在现代制造、交

通与物流、通信工程等支柱产业智慧化方面稳步布局，推动传统产业高质量增长，继续拓宽公司产业互联网IT服务领域战略

版图。目前公司已形成“现代制造”、“公共服务”、“海外及投资”三大业务群，业绩稳步增长。 

（2）业绩驱动的主要因素 

公司已在物联网、产业互联网行业深耕多年，经过不断的技术积累，拥有涵盖硬件终端、大数据处理平台、行业应用软

件、运营服务在内的整体解决方案。2017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99,516.2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7.43%；营业利润 

11,341.5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16%；利润总额 11,484.79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 10,835.17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27%；基本每股收益0.37元，同比增长2.78%。公司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有所增加，

虽然本报告期的财务费用、营业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也相应增加，但营业利润亦有所增长。 

（3）公司所处行业的发展阶段及行业地位分析 

当前，全球范围内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过去20年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消费行为，把大家带入了“消费

互联网时代”，消费互联网市场已逐步趋于稳定与饱和，互联网正由消费领域向生产等其他领域拓展。从生产领域到公共服

务领域、再到民生领域，过去五年中，互联网已经广泛融入各行各业。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对传统产业改造升级，赋予这些产业新的动能，正在成为推动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方式之一，

互联网行业正在大步迈向“产业互联网时代”，产业互联网目前呈现一片蓝海。 

公司凭借不断积累的大数据运营及项目经验，结合自身对物联网、大数据等关键技术和应用场景的深入理解，积累了大

量优质客户，与现代制造、交通与物流、通信工程等行业内的多家国内外领军企业建立了长期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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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5,162,780.85 724,101,070.91 37.43% 294,586,742.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8,351,706.63 97,376,628.05 11.27% 1,758,628.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7,485,480.48 94,971,550.01 -28.94% -1,569,141.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5,316,223.23 16,985,875.05 343.41% 12,488,995.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7 0.36 2.78% 0.0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7 0.36 2.78% 0.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30% 6.33% -1.03% 0.20%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2,713,682,268.60 2,451,567,669.69 10.69% 1,004,949,029.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85,387,774.11 1,999,691,208.04 4.29% 907,486,143.41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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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28,221,126.92 176,166,452.66 254,144,413.74 436,630,787.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46,807.90 13,539,057.39 53,341,036.56 35,624,804.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673,502.38 12,846,296.53 36,488,049.87 13,477,631.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867,494.84 20,175,980.56 -70,440,512.78 137,448,25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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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2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4,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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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中住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25% 62,084,881 0 

质押 62,080,000 

冻结 15,000,000 

陈进 境内自然人 12.28% 35,861,566 26,896,174 质押 30,743,000 

孙伯荣 境内自然人 11.19% 32,697,720 0 质押 32,660,000 

刘智辉 境内自然人 10.34% 30,219,256 10,576,740 质押 25,039,256 

东吴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00% 8,757,687 0   

上海途乐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51% 7,321,686 7,321,686   

李前进 境内自然人 2.27% 6,628,502 2,319,976 质押 2,575,000 

南京安盟股权

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0% 4,094,195 1,432,968   

中国国际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5% 3,358,100    

全国社保基金

五零四组合 
其他 1.03% 2,999,90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孙伯荣为中住集团的控股股东；2、刘智辉系安盟投资的实际控制人，且根据刘智辉、李

前进与安盟投资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刘智辉、李前进与安盟投资属于一致行动人。除此

之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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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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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公司稳步发展的一年，公司围绕董事会的战略部署，以业绩增长为中心，积极开展各项工作，逐步构筑领域、

产品多元化的业务结构，实现“内生+外延”增长。公司在报告期内的总体经营情况如下：  

（1）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分析 

通过精细化管理、强化成本和风险控制、增加利润增长点等各项措施，着力提升公司整体运营效率。2017年度，公司

实现营业总收入99,516.2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7.43%；营业利润 11,341.5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16%；利润总额 

11,484.79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0,835.17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27%；基本每

股收益0.37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78%。报告期内营业总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每股

收益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主营业务稳步发展及子公司业绩带来的影响。营业成本64,612.0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1.96%，

主要是由于营业收入的增长所致。 

2017年度，公司期间费用比上年同期增长5,365.46万元。其中，管理费用15,598.7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3.65%；销售

费用4,871.5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8.03%，一方面是由于业务规模的扩大带来费用的相应增加，另外一方面是由于报告期

内正在推进的拟收购有棵树重大资产重组项目支付的中介机构服务费用所致；财务费用165.8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11.27%，一方面是由于子公司商友集团汇兑损益导致的财务费用增加，另一方面是由于随着公司募集资金的逐步使用利息

收入相应减少。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271,368.2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6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208,538.78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4.29%；每股净资产为7.14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23%。主要是由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7,531.6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43.41%，主要是由于本期销售商品和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6,435.6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2.96%，主要是由于本期购买

的保本理财产品增加所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4,858.1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90.11%，主要是由于本期子公司

收到的借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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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纵向完善技术链条，横向扩展行业应用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物联网、大数据技术在各行业应用生态体系的构建工作，凭借多年深耕于物联网、产业互联

网领域的行业经验及品牌优势，围绕主营业务纵向完善技术链条、横向扩展行业应用，通过“一纵一横”交汇融合带来的创新，

已形成 “现代制造”、“公共服务”、“海外及投资”三大业务群，致力于打造产业互联网IT服务市场龙头企业。 

（3）重视技术研发，加大研发投入 

公司高度重视技术研发，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在云计算、大数据等方面深入开展技术研究与实践。通过满足并引导客

户的深层次需求，持续不断地推进产品和技术升级。报告期内，公司研发的“TIZA STAR企业级物联网大数据处理平台”在继

续提升数据的接入、存储、处理、交换和管理等功能的基础上，在数据分析算法模型的建立和应用方面的能力不断加强，提

供的IOT闭环服务进一步完善，可以快速构建多类物联网、产业互联网应用。 

（4）紧跟时代浪潮，注重员工能力提升 

随着公司业务领域的逐步拓展、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如何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中快速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察行

业发展未来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除新员工培训等常规培训外，公司还继续深化发展天泽学院。在增强公司研究实力的同时，

促进全体员工的素养及综合能力提升，以期实现公司与员工的共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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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信技术服务 205,315,219.28 83,254,538.58 40.55% 7.35% -5.76% -5.64% 

硬件终端及配件 197,972,156.77 20,603,135.26 10.41% 77.11% 6.49% -6.90% 

智能化系统集成 184,113,115.11 54,386,633.54 29.54% 71.26% -1.95% -22.06% 

软件工程 169,712,752.15 49,544,309.31 29.19% 18.07% 5.63% -3.44% 

运维服务 108,103,310.89 45,273,471.38 41.88% -6.86% -8.82%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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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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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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本年影响金额  比较数据影响金额 

原因：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

助》，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对于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

适用法处理；对于 2017 年 1 月 1 日

至施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也要求

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内容：2017 年 1 月 1 日起，与本公

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从“营

业外收入”项目重分类至“其他收

益”项目。比较数据不调整。 

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28 日召开的第三届

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及第三届监事会第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 

营业外收入 -23,620,048.97 

不调整 

其他收益 23,620,048.97 

原因：财政部于 2017 年度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一持有待

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

营》，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施行，

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

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要求

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财政部于

2017 年度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

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

行了修订，适用于 2017 年度及以后

期间的财务报表。                                                                          

内容：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

收益”项目，将部分原列示为“营

业外收入”及“营业外支出”的资

产处置损益重分类至“资产处置收

益”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4 日召开的第三届

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及第三届监事会第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 

营业外收入 -307,979.40 -36,301.45 

营业外支出 -30,626.70 -339,490.04 

资产处置收益 277,352.70 -303,188.59 

董事会的说明：报告期内，公司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所进行的合

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加真实、完整、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投资者

提供更为准确、更为可靠的会计信息，且不会对本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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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7年7月处置了子公司江苏云之尚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和上海驼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部分股权导致丧失控制

权，自2017年8月起不再将上述两家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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