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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32                           证券简称：今天国际                           公告编号：2019-012 

深圳市今天国际物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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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异议 

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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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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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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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股本总数 277,253,280 股, 扣除拟

回购注销 88 名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已授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2,218,536 股后的总股本 275,034,74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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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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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国际 股票代码 300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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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永清 杨金平 

办公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笋岗东路宝安广场 A 座 10

楼 

深圳市罗湖区笋岗东路宝安广场 A 座 10

楼 

传真 0755-25161166 0755-25161166 

电话 0755-82684590 0755-82684590 

电子信箱 zhyq@nti56.com yjp@nti5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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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的主要产品及服务 

公司是一家专业的智慧物流和智能制造系统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为生产制造、流通配送企业提供自动化生产线及物流

系统的规划设计、系统集成、软件开发、设备定制、电控系统开发、现场安装调试、客户培训和售后服务等一体化业务，使

客户实现产品生产、物料出入库、存储、搬运输送、分拣与拣选、配送等过程的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提高效率、降低

成本、提升管理水平，为企业实现智慧物流和智能制造打下坚实的基础。 

智慧物流和智能制造系统通常由自动化生产线、自动化仓库系统、自动化搬运与输送系统、自动化分拣与拣选系统及其

电气控制和信息管理系统等部分组成。自动化生产线主要是各类专机生产设备和生产管理系统；自动化仓库系统主要包括货

架、堆垛机以及密集存储的自动子母车等自动化存储设备；自动化搬运与输送系统主要包括各式输送机、无人搬运小车、轨

道穿梭车、机器人和其它自动搬运设备；自动化分拣与拣选系统主要包括各类自动化分拣设备、手持终端拣选和电子标签拣

选等。信息管理系统主要包括物流管理软件、仓库管理软件、仓库控制软件、智能分拣和拣选软件等。 

随着人力成本增加和土地资源缺乏以及企业信息化管理需求的上升，企业日益需要更为快捷、精准、有效的生产和物流

系统，高效快捷的生产和物流系统已经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自动化生产线和自动化物流系统可以减少人力及人员作

业强度、提高效率和良品率、节约仓库占地面积、减少物流配送过程中的破损，其信息管理系统实时监控生产和物流作业过

程并与企业其他管理系统无缝对接，系统之间自动进行信息接收与传递，使企业实现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一体化，提升企

业信息化管理水平。同时，自动化物流系统还能提高企业仓储管理能力和物流输送效率，保证物流输送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进而提升企业的生产和配送效率。公司产品已应用于烟草、新能源、冷链、石化、日化、医药保健品、高铁、机场、航空军

工、电力、家具、连锁零售、电子以及食品饮料等众多行业，发展潜力和市场规模较大，应用前景广阔。 

二、报告期业务订单情况 

根据本行业的特性，公司业绩主要受项目订单取得和执行情况影响。                              单位：万元 

 

序号 应用行业 
  2018年    2018年  2018年 12 月 31日 

 新增订单（含税）    完成订单（不含税）   尚未确认收入订单（含税）  

1 超市        36,273.58                -                     36,273.58  

2 新能源        33,825.68          17,215.24                   38,824.30  

3 烟草        23,405.52          23,578.93                   49,212.77  

4 石化        13,968.00                -                     13,968.00  

5 其他        18,143.64             820.56                   29,804.84  

6 合计       125,616.42          41,614.73                  168,083.48  

 

三、行业发展前景 

伴随着我国土地成本以及劳动力成本的双攀升，特别是制造业转型升级不断深入，智慧物流系统越来越多地在企业得到

应用。近年来在政府大力推动下，企业对智能制造的探索热情高涨，而物流系统作为智能制造的核心部分，连接制造端和客

户端，因此项目需求不断涌现。此外，政府推动的现代流通产业发展与内贸流通体系建设也将引领产业的投资方向。在政策

促进与市场带动下，智能物流系统行业将保持较快增长。据有关机构分析，2020年中国智能物流系统集成市场规模将接近1400

亿元，年均复合增速在20%以上。这无疑为智能物流系统集成及智能物流装备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会。 

公司作为国内较早从事智慧物流系统综合解决方案的企业之一，在智慧物流系统的规划设计、系统集成、软件开发、设

备定制、电控系统开发、现场安装调试、客户培训和售后服务等方面均具有丰富的经验，完成了一系列规模大、复杂程度高、

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智慧物流系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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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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6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416,147,308.87 569,617,745.01 569,617,745.01 -26.94% 398,637,531.94 398,637,531.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8,219,848.27 93,204,793.30 93,204,793.30 -80.45% 54,640,292.85 54,640,292.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722,267.96 81,116,980.56 81,116,980.56 -84.32% 49,331,187.42 49,331,187.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49,681,954.35 -71,527.92 -71,527.92 209,363.68% -1,549,029.33 -1,549,029.3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62 0.34 -79.41% 0.78 0.2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62 0.34 -79.41% 0.78 0.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6% 12.36% 12.36% -10.00% 10.98% 10.98%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6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1,511,315,417.0

5 
1,300,873,384.06 

1,300,873,384.

06 
16.18% 

1,160,780,992.

99 

1,160,780,992.

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768,559,452.88 784,093,322.48 784,093,322.48 -1.98% 732,309,459.04 732,309,45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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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204,738.05 153,170,765.27 60,722,685.55 71,049,12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906,708.73 8,970,335.76 -12,343,936.24 -3,313,259.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694,946.17 8,927,505.94 -12,725,432.19 -5,174,751.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0,421,637.97 23,197,165.71 154,023,140.76 62,883,28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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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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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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98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0,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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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健伟 境内自然人 46.12% 127,862,388 127,862,388 质押 24,580,000 

邵健锋 境内自然人 6.18% 17,125,344 17,125,344 质押 8,256,960 

深圳市华锐丰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9% 8,562,672 8,562,672   

陈伟国 境内自然人 2.87% 7,966,405 0 
质押 7,706,305 

冻结 7,966,405 

中国平安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分红－

个险分红 

其他 2.11% 5,844,293 0   

皖江（芜湖）物

流产业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6% 4,611,368 0   

张燕辉 境内自然人 1.36% 3,783,324 0   

中国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

保险产品
-005L-CT001

深 

其他 1.36% 3,764,901 0   

曲水鹏粤创业

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5% 3,455,720 0   

巨丰企业管理

咨询（深圳）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4% 3,425,004 0 质押 1,606,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邵健伟与邵健锋为兄弟关系；深圳市华锐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邵健伟控制之企业。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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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 

2018年，公司继续立足深耕烟草行业、保持新能源行业稳步发展的同时，继续加大业务拓展力度，在自动化物流系统各

个主要应用领域，如综超、石化、电力、汽车等行业业务拓展均取得较大突破，并首次进入综超、石化、汽车、半导体等行

业。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订单金额125,616.42万元,同比大幅增长；实现营业收入41,614.73万元，同比下降26.94%，实现营业

利润1,674.60万元，同比下降86.66%，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21.98万元，同比下降 83.82%；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72.22万元，同比下降84.32 %。 

一、新增订单及在手订单业务情况 

1、2018年公司继续加大业务拓展，新增订单同比有较大幅度增长，增长74.52%。 

2、实现了综超、石化、汽车、半导体等行业突破。 

报告期公司取得华润万家、中科炼化、比亚迪等大型项目订单，公司承接大项目订单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并获取一汽锡

柴、村田五矿精密等新行业客户订单，实现零的突破。 

3、报告期新增售后运营维护订单10,022.04万元，同比上年增长31.2%，订单持续较快增长。 

运营维护服务是指公司为客户提供年度维保、系统改造升级、更换物流设备零配件以及培训等服务，是公司为客户提供

的一项重要的后续增值服务，公司运营维护客户保持稳定，随着公司实施项目的积累，以及服务技术创新推行，业务不断持

续增长。 

4、公司2018年新增订单125,616.42万元，相比上一年增加74.52%，截至2018年底仍有未确认收入订单168,083.48万元，

对未来业绩起到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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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营业收入及利润情况 

2018年营业收入完成41,614.73万元，同比上年减少26.94%，主要受宏观经济和客户自身经营计划的调整影响，公司2018

年部分在实施项目推进不及预期。  

烟草行业实现收入23,578.93万元，占比56.7%，非烟行业18,035.80万元，占比43.30 %，报告期内公司烟草行业及非烟

行业收入规模较为均衡，烟草行业营收贡献继续保持稳定。  

售后运营维护实现收入6,476.41万元，占比15.56%，同比增长28.07%。售后运营维护业务逐年稳步增长，对公司营收及

利润的贡献也在加大。 

报告期实现营业利润1,674.60万元，同比下降86.66%，归属股东的净利润1,821.98万元，同比大幅下降。一方面主要系

受宏观经济和客户自身经营计划的调整影响，报告期部分在实施项目实施进度推进不及预期，导致本年度项目完成并确认收

入金额相比上一年同期减少26.94%；另一方面根据公司业务跟进情况及未来发展计划，报告期公司增加了大量的业务和技术

人员，全年员工人数增加29.53%，导致人工支出及差旅费用等业务支出有较大增幅，销售费用增长39.70%，管理费用增长

9.72%；进一步加大了技术研发的力度，全年研发费用同比增长38.88%。公司运营费用增长与新增订单业务增长相匹配，公

司人员的增加和对创新技术的研发投入对短期业绩形成了较大的冲击，但会增强公司的长期竞争力。 

三、经营现金流及资金管理 

报告期公司继续实行稳健经营策略，期末货币资金保持稳定，资金较为充裕，报告期经营性现金净流入14,968.20万元，

同比大幅增长，主要是公司继续加强应收账款回款管理及与供应商结算管理，同时新增业务订单大幅增长带来的现金流入增

加所致。报告期末公司资产负债率49.16%，无有息负债，资产负债结构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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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生产型物流

系统 
349,780,836.75 240,498,754.16 31.24% -27.59% -23.87% -3.35% 

运营维护（售后

服务） 
64,764,098.72 30,287,300.92 53.23% 28.07% 23.88%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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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较前一报告期有较大的下降，主要系报告期内达到验收状态的项目总金额有所下

降，营业毛利金额下降；另外报告期内业务发展需要，人员增多及运营成本增加，导致期间费用较同期有大幅度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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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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8年06月15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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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2018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公司根据上述规则的变化对相应的会计政策做了调整，主要影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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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为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

列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应收利息”和“应收股

利”并入“其他应收款”列示；“应付利息”和“应付股利”并

入“其他应付款”列示；“固定资产清理”并入“固定资产”

列示；“工程物资”并入“在建工程”列示；“专项应付款”

并入“长期应付款”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

收账款 ”，本期金额 509,028,360.17元，上期金额

521,718,720.50元；“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

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本期金额258,944,180.29

元，上期金额203,641,340.14元；调增“其他应收款”本

期金额0.00元，上期金额0.00元；调增“其他应付款”

本期金额0.00元，上期金额130,334.72元；调增“固定

资产”本期金额0.00元，上期金额0.00元；调增“在建工

程”本期金额0.00元，上期金额0.00元；调增“长期应付

款”本期金额0.00元，上期金额0.00元。 

（2）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将原“管理费用”

中的研发费用重分类至“研发费用”单独列示；在利润表

中财务费用项下新增“其中：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项

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调减“管理费用”本期金额42,594,346.93元，上期金额

30,669,901.75元，重分类至“研发费用”。 

除上述外，本次修订对公司无其他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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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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