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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50                               证券简称：世纪鼎利                     公告编号：2019-025 

珠海世纪鼎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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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不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本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

在异议的情况。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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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变更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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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世纪鼎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

为：以 544,846,71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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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鼎利 股票代码 30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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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泽权 徐巧红 

办公地址 珠海市港湾大道科技五路 8 号一层 珠海市港湾大道科技五路 8 号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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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 0756-3626065 0756-3626065 

电话 0756-3626066 0756-3626066 

电子信箱 IR@dinglicom.com IR@dinglicom.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营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主要包括通信及物联网业务、职业教育业务。 

1、通信及物联网业务 

通信业务：公司为通信运营商、系统设备商、网络服务商等提供专业的网络测试、优化、建设、运维

等方面的产品、服务和综合解决方案，是国内领先的移动通信网络优化方案综合供应商。大数据业务方面，

公司大数据处理平台具备PB级海量数据的采集融合、分布式存储、实时处理和智能分析的能力，可以为更

多的行业用户提供基于海量数据的业务分析等支撑服务。 

物联网业务：公司物联网业务主要以一芯智能为切入点，一芯智能的产品和服务主要包括基于RFID

技术的工业机器人装备（智能卡全流程生产设备、智慧工厂解决方案等），RFID产品（各类智能卡Inlay，

RFID标签、RFID读写设备等），物联网行业解决方案（资产及人员管理、智能仓储及物流、智慧消防、智

慧社区、智慧机场、身份认证、产品溯源解决方案以及与解决方案相关的智能设备等）。  

2、职业教育业务 

公司在职业教育方面的业务为：一是为国内高职领域提供教育运营服务和教育装备产品的销售；二是

提供国际课程教育运营服务及高端金融类培训服务。 

国内高职领域教育运营服务主要是以“鼎利学院”建设计划为核心。“鼎利学院”的模式是通过与国

内高校合作，建立共建共管的二级学院，公司负责为合作设立的“鼎利学院”提供包括教学管理、专业建

设、课程设置、师资培训、学生实训、国际合作等一揽子的教育运营服务，合作模式分别有全托管及半托

管。教育装备产品的销售主要是根据国内高职院校的实训教学需求提供相关的教育装备产品，产品形态包

括基础硬件、仿真软件系统、平台系统、课程、教案等。同时可根据客户需求，按需提供组合产品方案，

为客户的实训教学提供高水准的、符合行业发展现状的教学环境。 

国际课程教育运营服务及高端金融类培训服务主要以上海美都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为主，其拥有世界领

先的会计认证团体（AIA）在中国区的课程独家授权和考试命题权，同时也是英国考试局EduQual的中国独

家合作方，通过在国内与各大高校合作开设衔接海外大学的本科、硕士学历的国际课程，为客户提供海外

学历服务，金融培训业务主要是提供AIA、ACCA、IFM、IPA等职业资格证书的培训认证服务。 

（二）公司所面临的行业发展趋势和市场格局 

1、通信及物联网行业 

（1）主要客户所处行业发展情况及发展趋势 

通信业务方面：随着技术更迭和运营商网络建设的部署，通信行业呈现较强周期性，运营商资本开支

也随着行业周期性起伏。报告期内，运营商4G网络建设由高速发展趋于平稳，资本投入逐步降低。目前，



珠海世纪鼎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3 

网络优化技术服务业务基本处于完全竞争状态，运营商的网络优化、评估、代维、普查等工程服务外包业

务的竞争更趋向于集中。近期，三大运营商相继发布2018年年报并披露2019年相关资本开支，随着5G技术

的发展，以及各大运营商对5G的商用计划日程安排，运营商的资本开支步入上升周期。2019年三大运营商

总资本开支预计为2859亿元，其中5G建设预计投入322-342亿元。 

物联网方面：近几年来，中国物联网行业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大，技术创新成果接连涌现，各领域应

用持续深化，产业规模呈现突飞猛进的发展态势。国内物联网产业链和产业体系初步形成，产业规模快速

增长。RFID作为物联网的子行业，位于感知层，是物联网发展的基础，也是实现物联网的前提。目前RFID

已经在国内的身份识别、交通管理、军事与安全、资产管理、防盗与防伪、金融、物流、工业控制等领域

的应用中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并在部分领域开始进入规模应用阶段。随着RFID技术的进一步成熟和成本

的进一步降低，RFID技术开始逐步应用到各行各业中。在物联网行业解决方案方面。得益于外部动力和内

生动力的不断丰富，物联网应用场景迎来大范围拓展，智慧物流、智慧家居等方面产生大量创新性应用方

案，物联网技术和方案在各行业渗透率不断加速。据数据显示，2013年物联网行业应用渗透率为12%，2017

年数值已超29%。预计到 2020 年超过65%的企业和组织将应用物联网产品和方案。 

（2）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采取的措施 

根据行业的发展趋势，公司将积极拓展物联网业务、集中资源、加大投入，大力发展物联网解决方案，

通过与各行业中的头部企业开展物联网解决方案的落地应用，打造标杆方案，形成示范效应，进而把握住

物联网应用场景大范围拓展所带来的巨大机遇。在5G方面，公司将根据运营商网络建设的计划和要求，积

极与运营商和设备厂商开展场外测试和技术验证，加快完成5G相关产品的研发工作，快速推出5G相关的产

品投放市场，把握通信技术更迭所带来的机遇。 

2、职业教育业务 

（1）主要客户所处行业发展情况及发展趋势 

职业教育为我国经济转型提供重要人才储备，行业空间广阔，是近几年来政策最重点支持的行业。2019

年初至今，国务院正式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两部国务院颁布的重磅政策明确提出要支持职业教育的发展，而2019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

中，明确指出要增加职业教育的供给，包括非学历的职教和学历的职教，加大政府和社会的投入。但是，

由于职业教育在中国现在还在中早期阶段，市场集中度仍较为分散，区域分布不均，教学质量差和办学校

效益低等现像依旧存在。 

国际教育服务和证书培训方面。留学生数量每年持续增长，2017年出国留学人数首次突破60万，预计

2018年到2022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的复合年均增长率为7.2%，2022年留学人数将达到83.05万人。中国学

生赴海外攻读本科的留学人数也增长显著，留学低龄化趋势已显现出来。但是，留学市场竞争依然激烈，

现存的留学中介众多（直接出国、预科项目）、计划内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等。受留学低龄化影响，流失一

部分小学、初中申请出国的人群。此外，国内的国际教育咨询服务存在同行同质化，客户难分仲伯，容易

造成客户群流失。 

（2）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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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行业发展趋势和发展格局，公司将继续贯彻“产教深度融合、校企全面合作”的办学理念，结合

中国目前职业教育的特点，面向国内高职领域提供教育运营服务，继续做好教育装备产品的销售工作。在

国际课程教育服务和证书培训业务方面。继续拓展国内合作高校，另外，结合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明确提出的1+X证书制度，加强职业证书培训业务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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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3,233,236.40 884,874,468.48 11.12% 735,686,359.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693,357.26 112,094,052.51 -49.42% 119,938,184.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9,810,469.84 68,999,162.76 -27.81% 107,262,967.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8,687,892.64 209,543,963.10 -137.55% 240,245,689.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21 -52.38% 0.2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21 -52.38% 0.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1% 4.65% -2.64% 5.71%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3,660,245,676.36 3,527,932,717.96 3.75% 2,479,788,665.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853,861,546.40 2,792,244,889.07 2.21% 2,145,077,77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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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77,857.26 260,952,639.43 203,209,232.55 319,793,507.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898,440.84 17,713,028.03 2,227,024.80 24,854,863.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039,625.14 25,120,502.12 -2,944,821.95 20,595,164.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0,912,603.87 -91,768,658.85 9,170,633.01 154,822,73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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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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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9,72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9,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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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滨 境内自然人 20.45% 111,400,000 88,350,000 质押 67,450,000 

王耘 境内自然人 7.28% 39,654,300 37,631,025   

陈浩 境内自然人 5.36% 29,225,758 6,000,000 质押 7,500,000 

王莉萍 境内自然人 5.10% 27,796,583 23,576,183   

陈勇 境内自然人 2.84% 15,469,602 0   

曹继东 境内自然人 2.02% 10,980,570 0   

珠海世纪鼎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

股计划 

其他 1.45% 7,906,151 7,906,151   

王峻峰 境内自然人 1.40% 7,605,220 5,323,654   

上海翼正商务咨

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7% 5,825,300 0 质押 5,824,800 

岳丽英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1% 4,980,8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前 10 名股东中，股东王莉萍和股东王峻峰为姐弟关系，王莉萍与王峻峰互为一致行动

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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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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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 

 

2018年度，公司继续立足于通信及物联网、职业教育的“双主营”业务，通过提高经营管理水平，进

一步夯实市场地位，使公司长期健康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98,323.32万元，同比增长

11.1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净利润5,669.34万元，同比下降49.42%，资产总额为366,024.57万元，

同比增长3.75%%。 

（一）主营业务：深耕“通信及物联网、职业教育”双主营业务 

1、通信及物联网业务： 

通信行业技术的日新月异和周期性影响，一方面使通信行业产品有了持续不断的升级需求；另一方面，

也迫使相关企业必须及时掌握技术的最新进展，保持在市场竞争中的领先地位。目前网络优化技术服务市

场已经趋近于充分竞争的市场，由于竞争激烈、人工成本上升，销售毛利率逐步下降，公司通过业务执行

模式的调整，进一步优化人力规模和结构，同时，加强精细化管理、成本控制等方式，实现有限的优势资

源效益及效率的不断提升。通信仪表方面，公司紧跟通信技术演进的步伐，持续专注核心技术研发、强化

研发团队建设，积极布局5G的研发，进一步加强和国内外业界主流厂商的深入合作，以把握住新技术所带

来的行业崛起机遇。大数据业务方面，在通信运营商ICT业务拓展成果显著，入围12个省的16个电信ICT项

目。 

物联网业务方面。受益于社保政策的红利影响及海外市场的顺利拓展的影响，一芯智能的RFID产品的

智能卡Inlay、 RFID标签出货量较去年同期增长明显；智慧工厂改造项目、仓储系统等方案在大型企业落

地；物联网解决方案方面，一芯智能协助中国邮政EMS建立基于新一代RFID运单的快递仓配技术解决方案，

并在9月21日苹果iPhone XS/Max新品配送中大放异彩。智能终端（人证比对设备）出货量增长，资产管理

方案、智慧消防、智慧物流等项目已落地，并进入规模推广阶段。 

此外，报告期内，公司对通信及物联网业务依旧保持较高的研发投入，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取得

良好的成果，报告期内，一芯智能获得“上海市浦东新区战略新兴产业重点培育企业”，“2018年度上海

市浦东新区企业研发机构”及“上海市浦东新区2018年度创新创业奖”的荣誉称号；获得中国物联网产业

应用联盟颁发的“中国物联网行业最具投资价值企业奖”，“中国RFID行业年度最有影响力系统集成企业

奖”，“中国RFID行业年度最有影响力成功应用奖”及“中国物联网年度卓越人物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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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职业教育业务 

（1）教育运营服务和教育装备产品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借助国家鼓励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春风，积极拓展教育装备产品的销售业务，面向客

户的实训教学提供相关的实训产品销售，并取得了不错的订单成绩，实现营业收入14,191.87万元，同比

去年增加99.32%。在教育运营服务中，坚持以“产教深度融合，校企全面合作”为指导方针，专注于以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方式服务于高等学历教育市场。具体情况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累计开拓合作建设了29家“鼎利学院”，累计开设了本专科合计14类37个专业，

累计在校生约有14,000人。“鼎利学院”办学效果初见成效，2018年度共获得国赛4项奖项，省级比赛40

项奖项，市级比赛4项奖项。 

2）鼎利教育研究院运营效果良好。教育研究院中国聚集教育行业内的专家，围绕“鼎利学院”的发

展目标和要求，研究院在课程开发建设、教师团队建设、专业规范和课程体系建设、教学质量管控等方面

内容进行系统研究和输出。研究院参与联合发布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标准，协助山东凯文学院

通过职校升本等，取得良好的成绩。 

3）教育资产的整合。为进一步优化公司教育资产业务结构，实现业务集中管理，更好发挥职业教育

各业务单元的协同，2018年11月，上海智翔投资设立上海鼎利教育公司，作为公司职业教育业务板块的运

营平台。同时拟将教育相关的公司：上海美都、知新树、成都智畅、西藏云在线、成都智汇工场、以及以

公司或上海智翔为签约主体合作共建“鼎利学院”的业务及相关的权益划转至上海鼎利教育或其下属公

司名下，目前该项整合工作仍在进行中。 

（2）国际课程教育服务及证书培训业务 

上海美都的教育业务包括国际课程教育服务和证书培训业务，致力于打造完善的国际财会金融教育生

态系统。上海美都与各大院校、留学机构合作提供语言培训、国际课程、海外游学、留学咨询、留学规划、

签证申请、海外服务、就业指导等相关专业服务，开设专业包括金融会计、工商管理、时装设计、时装管

理与营销等，引入UCA英国创意艺术大学上海中心落地贤达学院，国际课程教育服务的合作院校共4所（广

东1所、辽宁1所、上海2所），并全部于2018年开始进行招生。证书培训方面，提供CMA、CICPA、AIA（中

英文考试）、ACCA 、CECA等各类高端国际和国内会计培训课程，并与知名在线教育机构合作推出财会类

培训课程。 

（二）夯实管理基础，加强内部控制，持续提高治理能力 

管理方面。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经营风险和管理难度也在不断加大，为了防范此类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优化管理流程，逐步实现资源共享，能力共享的集团管理模式。 

出售亏损企业。为进一步优化公司资产结构，解决北京佳诺明德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的持续亏损对公司

造成的影响和负担，公司向许永进出售北京佳诺明德教育咨询有限公司55.74%股权。 

信息化建设。为适应公司业务快速发展和集团化发展的管理需要，公司投入较大成本启用了NC信息系

统，涵盖财务、人力资源、供应链、销售管理等业务领域，力求通过系统、数据来实现过程的管控、风险

的预防以及管理上的指引。目前NC系统已完成公司及重要下属子公司关键模块的上线使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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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控制方面。公司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内控管理和控制制度，充分发挥董事会各专门

委员会、内审部门的重要作用，定期对公司的内控体系建设状况进行检查，促进公司规范运作，提高治理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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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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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线网络优化产

品 
99,026,281.22 30,653,451.11 69.05% -16.51% -13.50% -1.08% 

网络优化及技术

服务 
206,491,702.60 184,049,670.23 10.87% -27.05% -7.63% -18.74% 

物联网行业解决

方案 
236,166,575.68 153,783,947.97 34.88% 12.14% 11.39% 0.44% 

职业教育装备产

品 
141,918,750.42 67,288,930.85 52.59% 99.32% 113.31% -3.11% 

职业教育服务 91,705,383.00 72,827,008.35 20.59% -8.28% 20.75% -19.09% 

教育咨询及培训 106,823,264.80 13,218,183.52 87.63% 263.58% -14.55% 4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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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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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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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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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0 月，本公司的子公司上海美都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收购美都教育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占 100%股权，并于 2018 年 10 月09日完成工商登记，故自 2018 年 10 月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

围。 

2018 年 11 月，本公司的子公司上海智翔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出资设立上海世纪鼎利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占 100%股权，并于 2018 年 11 月03日完成工商登记，故自 2018 年 11 月起将其纳入合并财

务报表范围。 

2018 年 3 月，本公司出售转让孙公司南通智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并于 2018 年 03 月

13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故自 2018 年 03 月起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2018 年 11月，本公司的孙公司西藏慧鼎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完毕，故自 2018 年 11 月

起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珠海世纪鼎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 耘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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