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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17                               证券简称：深南股份                          公告编号：2020-010 

深南金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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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骆丹丹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菩提路 228 号益

田花园 D 区 28 栋二楼 
 

电话 0755-82730065  

电子信箱 ir@sunaf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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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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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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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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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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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289,441,370.15 181,681,232.11 59.31% 104,835,366.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374,345.42 -49,067,835.56 117.07% 7,671,844.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890,933.21 -34,841,560.81 114.04% -56,148,058.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493,047.73 136,625,422.13 -93.05% 94,300,900.8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18 116.67% 0.0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18 116.67% 0.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4% -15.12% 18.26% 2.22%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527,594,834.58 433,711,917.23 21.65% 389,871,318.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3,045,138.83 300,069,257.44 -22.34% 349,137,0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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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7,196,572.67 52,405,598.81 83,064,745.06 106,774,453.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975,013.87 -5,039,652.27 6,469,206.87 7,919,804.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75,976.13 -4,766,962.09 3,702,281.75 6,931,589.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2,755,450.40 -67,185,311.08 32,692,765.92 21,230,14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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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16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8,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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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9% 45,864,029 40,538,558 质押 28,563,100 

红岭控股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9.49% 25,628,703  冻结 499,200 

黄海峰 境内自然人 2.43% 6,550,093    

林素密 境内自然人 2.21% 5,970,000    

黄国英 境内自然人 1.95% 5,270,613    

陈军 境内自然人 1.44% 3,900,000    

张有兴 境内自然人 1.08% 2,910,250    

陈继周 境内自然人 0.87% 2,345,775    

林大春 境内自然人 0.67% 1,802,394    

法国兴业银

行 
境外法人 0.41% 1,119,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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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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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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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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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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是公司战略转型的关键一年，在公司管理层及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通过科学决策，内部强化管理，严格控制

成本，公司的盈利能力逐步提升，同比去年实现了扭亏为盈。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9,441,370.15元，比上年同期

的181,681,232.11元增长了59.31%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8,374,345.42元，比上年同期-49,067,835.56元增长117.07%；截止2019

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为527,594,834.58元，比年初的433,711,917.23元增长了21.65%；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233,045,138.83元，比年初的300,069,257.44元下降了22.34%。   

虽然公司2019年的战略转型初见成效，但公司核心竞争力、盈利能力仍需进一步加强和提升。后续，公司管理层将会继

续努力，做好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围绕大数据信息服务等领域，抓紧实施中长期战略布局，不断提升公司内在价值，争取更

好的回报广大投资者。2019年度公司实施的主要经营举措如下： 

一、立足大数据信息服务产业，夯实主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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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收购了广州铭诚的少数股东权益，紧紧围绕广州铭诚做大做强大数据信息服务主业，紧跟行业趋

势，积极采取技术创新、提升研发实力、强化内部管理、分级落实指标考核等有效措施，较为圆满地完成了年初确定的各项

经营指标。2019年，随着大数据在信息安全、医疗健康、智慧城市、金融、互联网电子商务、智能制造等领域的广泛应用，

以及大数据国家战略的加速落地，行业体量呈现快速增长。广州铭诚通过积极布局电网、金融、智慧城市等行业和领域，扩

宽销售渠道，加强自主研发创新，在不断巩固已有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在云计算+大数据应用综合服务的核心竞争

力。报告期内，广州铭诚实现营业收入26,744.23万元，较上年增长44.7%，净利润4,441.68万元，较上年增长47.10%。 

二、实施外延并购，完善战略布局 

报告期内，公司在继续夯实主营业务，聚焦核心产业的同时，也密切关注外延式并购机会，积极拓展合适的发展方向，

筛选并持续推进重点项目。报告期内，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威海怡和专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100%股权，

进入军工专用装备制造领域，实现跨越式多元化发展。后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业绩承诺期调整，交易各方对新的业绩承诺

利润无法达成一致导致终止本次投资并购。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虽未能成功实施，但为公司后续的兼并收购工作积累了经验。

后续，公司将会持续关注合适的投资标的，加快并购步伐，保障公司可持续发展。 

三、降低经营成本，提升盈利能力 

报告期内，为摆脱业绩持续亏损局面，公司适时进行了战略调整，在完成对融资租赁、商业保理、资产管理等类金融业

务的关停调整基础上，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压缩类金融业务的经营规模，并结合实际经营情况，合理调整办公场所，优化人

力资源结构，控制人员费用，通过降低人力成本及相关费用，减少公司的经营成本，提升盈利能力。 

四、完善治理结构，提升管理效率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上市公司监管要求积极推进内控建设、信息披露、投资者关系和三会运作等工作，建立健全公司治

理结构；通过互动平台等多渠道联系，以此增进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和认同，建立公司与投资者之间长期、稳定的良好关系，

充分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增强了公司运作透明度，维护了上市公司良好的市场形象。公司为了便于经营管理，满足公司业

务提升的需要，进一步优化组织架构，减轻岗位冗余，提升管理、工作效率，使各岗位职权清晰、权责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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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集成 121,562,569.30 19,239,104.31 15.83% 47.73% 99.59% 4.11% 

信息技术服务 39,411,950.78 25,283,987.76 64.15% 52.69% 55.31% 1.09% 

软件销售 106,467,794.82 24,322,050.26 22.84% 116.37% 52.13% -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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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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营业总收入 289,441,370.15 元，比上年同期181,681,232.11元增长59.31%,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 8,374,345.42 元，比上年同期-49,067,835.56 元增长 117.07%.较上年相比，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

扭亏为盈，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铭诚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业绩增长符合预期，以及公司精简优化了相关人员，

费用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等原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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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2017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

号-金融资产转移》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上四项统称<新金融工

具准则>），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详见附注四（八）。 

于2019年1月1日之前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进行

衔接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未调整可比期间信息。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

和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2019年1月1日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项目 2018年 

12月31日 

累积影响金额 2019年 

1月1日 分类和计量影响 

（注1） 

金融资产减值影

响（注2） 

小计 

交易性金融资产 -- 1,579,225.00 -- 1,579,225.00 1,579,225.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1,579,225.00 (1,579,225.00) -- (1,579,225.00) -- 

注：上表仅呈列受影响的财务报表项目，不受影响的财务报表项目不包括在内。 

注1：于2019年1月1日，账面价值为人民币1,579,225.00元的以前年度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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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的衍生金融资产，公司根据其流动性在交易性金融资产项目列报。 

注2：与金融工具准则的原规定相比，执行本准则对期初报表相关项目按预期信用损失重新计量减值，对期初资产负债

表相关项目无影响。 

执行新债务重组及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对本公司的影响 

公司自2019年6月10日起执行财政部2019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自2019年6月17日起

执行财政部2019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并根据准则的规

定对于2019年1月1日至准则实施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和债务重组进行调整。 

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对本报告期内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主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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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共13户，具体包括： 

全称 子公司类型 级别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

例 

（%

） 

取得方式 

直接 间

接 

深圳市亿钱贷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 67.33 -- 67.33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广州铭诚计算机科技有限公

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 81.00 -- 81.00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深圳泽承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 100.00 投资设立 

深圳前海盛世承泽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 100.00 -- 100.00 投资设立 

江苏深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 100.00 投资设立 

深圳市红岭臻选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

级 

100.00 -- 100.00 投资设立 

深圳信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 100.00 100.00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江苏苏铭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 81.00 81.00 投资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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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红岭臻选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 80.00 80.00 投资设立 

福田财富（平潭）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 100.00 投资设立 

天津盛世承泽商务信息咨询

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 100.00 投资设立 

上海犇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 100.00 100.00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深南（平潭）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 100.00 100.00 投资设立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增加2户，减少4户，其中：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深圳市红岭臻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投资新设 

江苏苏铭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投资新设 

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委托经营或出租等方式丧失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福田财富（平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已于2019年2月注销 

天津盛世承泽商务信息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已于2019年3月申请注销 

上海犇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已于2019年6月申请注销 

深南（平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已于2019年2月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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