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南金科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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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南金科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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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南股份 股票代码 002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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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科 骆丹丹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168 号深圳国际

商会中心 54-A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168 号深圳国际

商会中心 54-A 

电话 0755-82730065 0755-8273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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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箱 ir@sunafin.com ir@sunafin.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是大数据信息服务业务。大数据信息服务业务以系统集成、软件销售及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

主要产品为计算机软硬件，包括大数据采集系统、大数据分析系统、可视化报表系统、大数据一体机（软硬件结合）、云终

端软件等。    

 （一）主要产品及用途： 

     1、信息系统集成业务 

     信息系统集成，是通过结构化的综合布线系统和计算机网络技术，将各个分离的设备、功能和信息等集成到相互关联

的、统一和协调的系统之中，使资源达到充分共享，实现集中、高效、便利的管理。产品包括大数据一体机平台、智达通指

挥平台等，主要运用于计算机集群、数据分析、虚拟化建设、办公信息化等领域，主要客户有南方电网、广发银行、农业银

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等企业。 

    （1）大数据一体机平台 

     大数据一体机通过软硬件一体化装置，以实现计算、存储、网络、虚拟化和应用融合的紧密集成的大数据平台。它可以

对各种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在分布式数据库进行有效存储，具有卓越的实时数据流处理能力、SQL查询、全文搜索和数据

分析挖掘能力，同时集成了业界最快的基于内存的并行数据处理引擎Spark，主要用于为用户提供各个层面上的平台安全保

护功能，是业界功能较全面、性能强大、操作友好，信息安全的企业级可视化全中文大数据平台系统。 

    （2）智达通指挥平台 

     平台基于“大数据”整合的核心功能优势，有效的保障了交通，广大用户参与者对于交通的改善有了极大的感知，“智

达通”作为交通指挥的“智能大脑”，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技术，对车辆位置实时绘制，路况信息快速反馈。该平台的

主要核心功能可以概括为实现“人、车、路”三大交通要素的“精准、快捷、畅通”。 

2、软件业务 

由公司向客户直接销售相关软件产品，销售的软件产品既包含自行开发的软件，也包含其采购的其他公司开发的软件。

目前，公司拥有3项软件产品登记证书、41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主要产品包括云终端软件、数据采集器、大数据

分析系统等。 

（1）数据分析系统 

数据分析软件提供一整套满足用户需求的数据分析、报表定制和信息发布与分发的解决方案。它提供了强大的管理能

力、灵活的查询和分析能力、中国特色复杂报表的定制能力、个性化的信息探索和业务洞察能力以及自助式的查询服务能力，

并且部署简便、支持个性化的企业分析应用的定制开发。通过企业级的信息整合，让管理决策者能从多角度进行数据分析，

寻找潜在规律、识别潜在风险，可广泛应用于企业的业务报表、客户分析、绩效监控、风险监控等领域。提供丰富的可视化

数据展示组件，将数据转换各种格式报表、多种图形在Web上显示出来，并进行交互处理。用户可以更直观、有便捷的获取

信息，实现信息查询、报表浏览、数据分析、KPI监控等功能。 

（2）云终端软件 

把云桌面、分布式云存储、教学应用等多种技术融汇在一起，提供了全方位的解决办法、这套云方案即可以在单一企事

业单位中应用，也可以在区级、市级建立管理中心，集中管理所有分支机构。系统采用了分布式虚拟桌面，高性能的本地运

算以及缓存技术极大地提高了本地的承载能力，并且不存在IO风暴。同时可以更好的支持各种高性能的设计软件，如

coreldraw、proe、3DMAX等软件以及更好的支持高清视频播放。 

（3）数据采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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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采集系统是一套基于分布式云计算平台的网页数据采集系统。基于此系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轻松从各种不同

的网站或者网页获取大量的格式化数据。利用该采集系统，可以实现互联网数据自动化采集，编辑，结构化，并自动上传至

企业指定的系统，摆脱对人工搜索及收集数据的依赖，从而降低企业营运成本，提高工作效率，使企业更能专注于核心业务，

使企业能专注于数据分析，将数据服务于企业经营，优化企业效益，定制企业策略，分析产品优势，提高产能效应，精确产

品市场定位，提高企业综合竞争力。 

 3、技术服务 

 为客户提供软件相关的开发、升级、使用培训等服务，以及硬件相关的检查、维护、更换等服务。 

 （二）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由采购部负责采购工作，以“货比三家，价格与质量并重”的采购原则，制定年度各类产品目录及合作供

应商目录，根据客户需求，对供应商下达订货指令，要求供应商在指定的时间、将指定的品种、指定的数量送到指定的地点。 

 2、销售模式：主要由销售部门负责市场开发工作，目前已形成了金融、电力、通信等多领域的客户群体，获取订单的

模式主要有通过参加客户招投标、参与客户邀请报价等方式。获取订单后，双方签订合同，公司根据合同内容向客户提供相

关产品和（或）服务，在取得客户验收后确认销售收入。 

 3、结算模式：信息系统集成、软件业务通常在完成验收时收取90%-97% 合同款项，其余3%-10%合同款为质保金。信

息技术服务类一般是按照月度、季度进行分期结算，在完成验收时累计收取90%左右合同款项，其余10%左右合同款为质保

金。具体项目不同，质保金回收期不同，但一般在验收合格1年内即可收回。 

（三）业绩驱动因素： 

目前IT产业云化正加速发展，我国云计算市场规模不断增长，从互联网行业渗透至传统行业，企业云服务市场规模逐渐

提升，智能硬件快速推广和普及，数据挖掘、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等相关技术促进大数据爆发式增长。在云计算与大数据技

术日趋成熟并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的趋势下，加上公司在创新型产品战略、软硬件一体化结合、客户服务体系等方面具有独

特的战略优势，计算机技术服务行业的市场发展空间较为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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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181,681,232.11 104,835,366.74 73.30% 325,030,505.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067,835.56 7,671,844.16 -739.58% -105,435,800.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4,841,560.81 -56,148,058.38 0.38% -110,986,268.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6,625,422.13 94,300,900.84 44.88% 71,442,547.3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03 -700.00% -0.3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03 -700.00%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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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12% 2.22% -17.34% -26.75%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433,711,917.23 389,871,318.61 11.24% 726,885,813.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00,069,257.44 349,137,093.00 -14.05% 341,465,24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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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65,749.93 34,955,304.17 51,855,046.39 86,605,131.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572,856.91 -10,315,316.67 -10,079,251.89 -15,100,410.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088,150.57 -18,516,464.76 -9,672,932.43 -1,564,013.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20,517.56 16,714,180.51 62,127,283.75 59,504,47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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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8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3,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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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世平 境内自然人 20.02% 54,051,411 44,140,171 质押 34,580,000 

红岭控股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49% 31,028,703    

黄国英 境内自然人 6.43% 17,366,713    

张有兴 境内自然人 3.93% 10,610,250    

林素密 境内自然人 3.20% 8,63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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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峰 境内自然人 2.62% 7,068,093    

劲霸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8% 5,080,000    

陈军 境内自然人 1.68% 4,540,000    

林大春 境内自然人 1.59% 4,302,394    

洪志勇 境内自然人 1.15% 3,095,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在上述股东中，“红岭控股有限公司”为周世平先生持有 75%股份的一致行动人。除上述

情况外，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与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

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无参与融资融券业务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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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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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受我国经济形势波动影响，部分业务拓展情况未达预期，前期的投入仍未贡献利润。为摆脱业绩亏损局面，

公司积极采取应对措施，精简公司业务，重组人员及部门，为收回投资成本，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出售了部分子公司股权，

同时，对外投资并购开展新的业务，力争为公司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81,681,232.11元，比

上年同期的104,835,366.74元增长了73.30%；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49,067,835.56元，比上年同期的7,671,844.16元下

降了739.58%；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为433,711,917.23元，比年初的389,871,318.61元增长了11.24%；实现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300,069,257.44元，比年初的349,137,093.0元下降了14.05%。   

2018年度公司实施的主要经营举措如下： 

一、实施外延并购，提升盈利能力 

报告期内，以现金方式收购了铭诚科技51%股权，铭诚科技为大数据系统集成服务商，主营业务包括系统集成、软件销

售及服务等，经过多年的积累，铭诚科技已在金融、电力、电信等行业形成了优质的客户资源，在大数据整体解决方案方面

具有领先优势。铭诚科技对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承诺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2800 万元、3500 万元、4200 

万元（其中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损益前后孰低值为计算依据），根据2018年度审计报告，铭城科技已完成了2018年度的业绩

承诺。本次对外并购将有利于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及每股收益水平，从而进一步增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调整业务结构，实施战略转型 

为摆脱业绩亏损局面，公司对亏损或盈利能力较差的子公司进行关停并转。报告期内，公司转让了上海采贝、福田融资

租赁等子公司股权，出售了前海信息的部分应收保理款，并筹划对福田财富、深南资产进行清算注销，截至本报告披露日，

相关注销工作已经完成。根据公司的战略调整，报告期内已经对融资租赁、商业保理、资产管理等类金融业务进行了关停调

整。此措施有利于公司收回投资成本，优化业务结构，改善经营业绩。 

三、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建立长效激励机制 

报告期内，为进一步充分调动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企业的长远发展与员工利益的有机结合，公司实施了第

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截至 2018 年 7 月 3 日，公司已完成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购买工作，已累计买入公司股票 2,883,33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68%。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有利于建立长效的激励机制，有利于推动公司经营发展目标的实

现，促进公司的长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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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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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系统集成业务收

入 
82,288,202.51 9,639,230.02 11.71% 100.00% 100.00% 11.71% 

计算机服务业务

收入 
25,812,524.43 16,279,221.37 63.07% 100.00% 100.00% 63.07% 

软件销售收入 49,207,413.31 15,987,322.53 32.49% 100.00% 100.00% 3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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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同比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收购了控股子公司广州铭诚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同比下降，主要系以下原因所致：  

（1）报告期内出售了福田融资租赁公司及处置了前海信息的部分应收账款；  

（2）本报告期内收购了控股子公司深圳市亿钱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投入较大，业绩未能在报告期内体现；  

（3）公司报告期内金融资产投资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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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①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决议通过，本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以下修订： 

A、资产负债表 

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整合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将原“应收利息”及“应收股利”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 

将原“固定资产清理”行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 

将原“工程物资”行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 

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整合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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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原“应付利息”及“应付股利”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款”； 

将原“专项应付款”行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 

B、利润表 

从原“管理费用”中分拆出“研发费用”； 

在“财务费用”行项目下分别列示“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C、股东权益变动表 

在“股东权益内部结转”行项目下，将原“结转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所产生的变动”改为“设定受益计划

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 

本公司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财会[2018]15号文进行调整。 

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对本公司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等无影响。 

②根据财政部《关于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本公司作为个人所得税的扣缴义务人，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收到的扣缴税款手续费在“其他收益”中填列，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调增2017年度

其他收益50,269.96元，调减2017年度营业外收入50,269.96元。 

本公司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均作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列报，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不存在需调整2017年度现金流量的事项。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期不存在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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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1）本期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被购买方名

称 

股权取得时

点 

股权取得成本 股权取

得比例

（%） 

股权取

得方式 

购买日 购买日

的确定

依据 

购买日至期末被

购买方的收入 

购买日至期末被

购买方的净利润 

广州铭诚计

算机科技有

限公司 

2018/3/31 127,500,000.00 51.00 现金购

买 

2018/3/31 购 买 方

获 得 控

制 权 的

日期 

157,308,140.25 26,188,610.58 

深圳市亿钱

贷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 

2018/3/31 8,160,000.00 51.00 现金购

买 

2018/3/31 购 买 方

获 得 控

制 权 的

3,329,598.08 -11,173,9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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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合并成本及商誉 

项  目 广州铭诚计算机科技有

限公司 

深圳市亿钱贷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 

合并成本：   

现金 127,500,000.00 8,160,000.00 

减：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 26,667,421.99 8,209,143.40 

商誉/合并成本小于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金额 100,832,578.01 -49,143.40 

（3）被购买方于购买日可辨认资产、负债 

项  目 广州铭诚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亿钱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购买日公允价值 购买日账面价值 购买日公允价值 购买日账面价值 

流动资产 88,243,187.01 88,243,187.01 15,874,261.51 15,874,261.51 

其中：货币资金 15,091,883.61 15,091,883.61 15,217,282.17 15,217,282.17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39,105,500.09 39,105,500.09   

存货 14,160,176.72 14,160,176.72   

其他流动资产 10,000,000.00 10,000,000.00   

非流动资产 4,320,082.76 1,356,444.76 422,790.47 422,790.47 

其中：固定资产 829,020.09 829,020.09 13,248.70 13,248.70 

无形资产 2,963,638.00  409,541.77 409,541.77 

流动负债 39,829,661.35 39,829,661.35 200,692.37 200,692.37 

其中：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7,863,962.05 17,863,962.05 10,997.00 10,997.00 

预收款项 5,200,268.72 5,200,268.72   

应交税费 6,745,945.53 6,745,945.53   

应付股利 8,400,000.00 8,400,000.00   

非流动负债 444,545.70    

净资产 52,289,062.72 49,769,970.42 16,096,359.61 16,096,359.61 

减：少数股东权益 25,621,640.73 24,387,285.51 7,887,216.21 7,887,216.21 

合并取得的净资产 26,667,421.99  25,382,684.91  8,209,143.40  8,209,143.40  

2、处置子公司 

（1）单次处置至丧失控制权而减少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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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价款 股权处置

比例% 

股权处

置方式 

丧失控制权的时

点 

丧失控制权时

点的确定依据 

丧失控制权时点

的净资产 

期初至丧失控

制权时点的净

利润 

福田（平潭）融

资租赁有限公

司 

2,200,000.00 100 股权转

让 

2018/12/31 购买方获得控

制权的日期 

1,253,354.01  -6,437,520.62  

上海采贝金融

信息服务有限

公司 

520,000.00 100 股权转

让 

2018/12/31 购买方获得控

制权的日期 

520,151.94  -9,181.66  

3、其他 

（1）本期新设子公司增加合并范围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实收资本 持股比例% 合并当年年末净

资产 

合并当年净利润 

深圳市红岭臻选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10,000,000.00 1,000,000.00 51.00 671,526.73  -328,473.27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9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负值 

净利润为负值 

2019 年 1-3 月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万元） 
-150 至 0 

2018年 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1,357.29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处于业务调整期，将亏损的商业保理及融资租赁业务进行了关停及转

让处理，与上年同期相比亏损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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