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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35                           证券简称：同为股份                           公告编号：2019-017 

深圳市同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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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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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20,262,199股为基数（若分配预案披露后，未来股本有变动，则以权益

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股本总额为基数），每 10股派 0.03元（税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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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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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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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755－3310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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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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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覆盖前端网络高清摄像机、模拟高清摄像机、高速球机，后端网络高清录像机、模拟高清录像机，平

台集中存储设备、流媒体转发设备、解码显示设备等，已形成前后端并重发展、逐步提供整体解决方案的业务体系，针对AI

智能应用，公司推出全系列人脸抓拍摄像机、智能应用摄像机、智能录像机等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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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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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完成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 

2、公司所处的行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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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处行业通称为安防行业，其细分行业为视频监控行业。 

随着技术升级、城市智能化、公共安全需求增大等原因，安防行业保持着较快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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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9,800,533.77 522,212,038.65 16.77% 526,684,646.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69,263.69 20,451,044.27 -80.59% 64,244,091.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004,180.87 7,061,155.41 -170.87% 61,569,140.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792,987.43 -36,671,195.58 7.85% 65,465,298.7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9 -77.78% 0.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9 -77.78% 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1% 3.16% -2.55% 19.25%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857,434,172.04 792,179,588.46 8.24% 879,276,568.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48,232,228.06 650,739,252.88 -0.39% 646,529,28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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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831,437.01 146,605,161.29 148,223,939.35 192,139,996.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8,732,240.87 1,348,931.44 7,786,645.25 3,565,927.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974,635.84 458,868.50 3,966,854.05 544,732.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3,230,333.19 -15,077,861.62 -10,835,077.67 -11,110,38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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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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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26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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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9% 20,929,682    

陈士光 
境内自然

人 
0.27% 585,556    

王卫亚 
境内自然

人 
0.26% 568,800    

叶飞雄 
境内自然

人 
0.25% 540,556    

杨华 
境内自然

人 
0.24% 509,000    

李晓燕 
境内自然

人 
0.22% 478,500    

薛青洁 
境内自然

人 
0.22% 469,900    

朱娜 
境内自然

人 
0.21% 464,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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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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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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为应对行业竞争，扩大市场份额，公司采取更加积极的产品定价策略，实现了产品销售数量、销售收入较大幅度

增长，但因产品毛利率下降及研发投入持续加大、期间费用增加等原因，导致净利润下降较大。 

    1、采取更加积极的定价策略，扩大销售规模 

公司采取更加积极的产品定价策略，实现产品销售数量248.38万台，同比增长23.90%；销售收入6.10亿元，同比增长

16.77%。 

2、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产品的研究开发 

公司高度重视技术研发工作，持续加大研发投入，2018年研发投入8809.52万元，同比增长9.81%，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

的14.45%。 

公司成立了基于深度学习的智能视频分析算法研发的团队，针对人脸识别、人形识别、车辆识别、行为分析、视频结构

化分析等方向进行深入研究，相关算法已经开始应用于网络摄像机、网络硬盘录像机、视频智能服务器等产品中。 

3、由安防视频监控产品供应商向安防视频监控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升级 

公司近几年积极布局视频监控系统解决方案及相关产品，成立了行业及系统解决方案中心，发布了从安防综合管理平台

软件系统，到大路数视频解码矩阵、多盘位集中存储设备、流媒体服务器、智能分析服务器等系统解决方案产品，并积极布

局多目拼接全景摄像机、8寸大倍率高速球机、枪球联动等行业应用高端产品，初步具备提供园区、零售、酒店、工地、教

育等各行业的全套解决方案的能力，也是目前国内为数不多能够提供完整安防视频监控系统解决方案的公司之一。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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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一期工程已完工

并进入批量生产阶段，第二期工程已开工建设。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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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护、开拓好海外客户的情况下，利用此次“国内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为契机，加大开拓国内市场。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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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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238,692.54 267,098,716.06 26.06% 35.78% 41.83% -3.15% 

后端视频监控

产品 
241,399,465.19 179,500,176.69 25.64% -3.49% 3.15% -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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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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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会计政策相关内

容进行相应调整，并按照该文件规定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编制公司

的财务报表。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相关准则、指南、公告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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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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