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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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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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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农科技 股票代码 00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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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文苏 阮旭里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路卓越梅林中心广场

（南区）B 座 2206A 

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路卓越梅林中心广场

（南区）B 座 2206A 

传真 （0755）83521727 （0755）83521727 

电话 （0755）83521596 （0755）83521596 

电子信箱 gnkjsz@163.com gnkjsz@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剥离了生物医药业务，并在现有移动互联网游戏业务的基础上新增了移动应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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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务。 

子公司智游网安为专业移动应用安全综合服务提供商，属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中的网络安全领域，专注于移动应

用安全，为移动应用在安全开发测试、应用优化、应用安全发布以及应用上线运营等全生命周期阶段提供一体化综合解决方

案，具体包括移动安全咨询、移动安全培训、移动安全检测、移动安全加固、移动安全感知、移动安全管理等软件产品及技

术服务，拥有覆盖整个移动应用安全生命周期的安全服务和业务能力。 

按移动应用安全的生命周期划分，智游网安的安全产品和服务可分为移动应用开发阶段安全防护、移动应用检测阶段安

全防护、移动应用加固阶段安全防护、移动应用运行阶段安全防护、移动应用整体安全防护五个方面，形成了完善的移动应

用产品和服务体系。 

1、移动应用开发阶段安全防护：指在移动应用的开发设计阶段，智游网安对客户的移动应用程序或相应的源代码提供

的各类安全服务，包括发现存在的各类安全漏洞，并提供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2、移动应用检测阶段安全防护：指在移动应用的基础开发工作完成后且移动应用上线前，智游网安对客户的移动应用

程序或对基于移动应用程序的SDK或服务器提供的各类安全测试和检测服务，包括移动应用安全检测平台、移动应用兼容性

及性能测试服务、人工渗透测试服务等。 

3、移动应用加固阶段安全防护：指针对移动应用发现的安全问题和漏洞，针对性进行加固的安全防护服务，包括移动

应用安全加固平台、移动应用SDK加固平台、安全软键盘SDK、通信协议加密SDK、服务端安全加固服务等。 

4、移动应用运行阶段安全防护：指移动应用开发、检测、加固完成后，已经上线、运营的过程中的安全防护服务和应

用优化服务，包括移动态势感知平台、移动应用压缩、移动应用云更新、移动应用监测等。 

5、移动应用整体安全防护：指综合以上移动应用全生命周期的安全防护手段，通过移动应用安全管理平台形成企业整

体的移动安全统一管理、统一监控、统一调度和统一应急响应。 

子公司国科互娱主要从事移动互联网游戏的运营及相关服务，主要产品包括创世神曲、黑暗与荣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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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246,697.32 366,868,804.70 -70.49% 138,605,841.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99,367.87 -20,270,783.78 115.29% 8,566,720.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725,368.62 -23,005,794.89 -16.17% -3,009,230.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870,920.83 -53,310,246.02 70.23% 14,439,484.2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69 -0.2414 115.29% 0.102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69 -0.2414 115.29% 0.1020 



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7% -17.00% 19.97% 6.85%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总资产 1,494,490,266.24 351,177,470.17 325.57% 268,844,295.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89,777,903.25 109,235,775.72 1,172.27% 129,389,20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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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952,791.02 704,333.88 518,587.56 70,984.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50,063.36 -7,268,887.93 -8,022,319.94 13,040,512.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522,062.72 -7,609,402.50 -8,037,135.95 -6,556,767.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65,950.76 -3,834,535.14 -9,998,256.04 -6,004,08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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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93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2,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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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中农大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43% 23,876,848 0 质押 15,216,069 

中科汇通（深圳）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43% 5,397,600 0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三号 其他 5.01% 4,208,900 0   

顾青 境内自然人 3.01% 2,524,700 0   

宁波津原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8% 2,080,000 0   

周建新 境内自然人 2.43% 2,036,51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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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国新 境内自然人 1.79% 1,506,107 0   

深圳丰盈传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丰盈

传褀一期 
其他 1.75% 1,471,700 0   

谢林波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9% 1,333,047 0   

李林琳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7% 1,316,1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李林琳为深圳中农大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此外，公司未知前 10 名

股东中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深圳中农大科技投资有限公司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8,66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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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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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公司业务转型的关键一年，一方面，公司在2019年3月完成山东华泰股权转让的过户手续，剥离了盈利能力较

弱的生物医药业务，另一方面，公司筹划发行股份收购智游网安100%股权的重大资产重组，并于2019年末顺利获得证监会

的批复并完成过户。随着收购智游网安的完成，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得到直接提升，并进一步加强了公司的综合

竞争力及抗风险能力。 

1、移动应用安全服务业务：通过收购智游网安，公司在移动互联网游戏、投资业务的基础上新增移动应用安全服务业

务。智游网安2019年度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9,099.31万元，顺利完成2019年度业绩承诺，由于股

权过户时间接近2019年年末，智游网安2019年的利润不进入公司2019年度利润表合并报表范围，未对公司2019年度利润情况

产生影响。 

2、移动互联网游戏业务：控股子公司广州国科主要从事移动互联网游戏的运营及相关服务。由于受到游戏行业整体不

景气影响，广州国科业绩下滑。报告期内，广州国科实现营业收入445.66万元，净利润-1,413.33万元。 

3、投资业务：全资子公司深圳国科报告期内出售广州火舞20.17%股权，本年度产生收益984.22万元。 

4、生物制药业务：公司已于2019年3月完成山东华泰股权出售，产生投资收益1,993.44万元。 

2019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24.67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70.4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09.94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2,672.5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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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射用盐酸罂粟碱 55,870,972.16 43,175,143.49 77.28% -35.93% -44.30% -11.61% 

注射用复方二氯醋酸二异丙胺 22,148,040.43 21,260,222.01 95.99% -78.92% -78.89% 0.13% 

注射用三磷酸胞苷二钠 5,226,682.73 4,954,043.66 94.78% -77.15% -77.46%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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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用门冬氨酸钾镁 3,834,690.52 2,893,437.59 75.45% -74.16% -73.97% 0.56% 

创世神曲 3,334,794.28 1,869,618.57 56.06% -87.24% -90.02% -1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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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均出现大幅下降，主要原因是公司在2019年3月完成山东华泰股权的出售，山东华

泰自2019年3月后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范围，公司报告期内的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只包含了山东华泰2019年1-3月的金额。归属

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上升，主要是因为公司转让山东华泰股权和广州火舞股权产生了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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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发布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会

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于2017

年5月2日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

日起执行以上四项“新金融工具准则”。 

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要求所有执

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2019年6月10日起执行。 

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要求所有执行企业

会计准则的企业自2019年6月17日起执行。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在原财会

[2018]15号文件的基础上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部分调整，适用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

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财政部于2019年9月19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适用于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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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2019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合并财务报表。 

由于上述通知及企业会计准则的颁布或修订，公司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二）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1、新金融工具准则的影响 

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准则衔接规定要求，公司对上年同期比较报表不进行追溯调整，金融

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应当计入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所在年度报告期间的

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2、《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影响 

根据准则衔接规定要求，公司对2019年1月1日至《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执行日（即2019年6月10

日）期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进行追溯调整，本次变更不会

对变更之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公司自2019年6月30日半年度财务报告起变更部分报表

列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3、《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的影响 

根据准则衔接规定要求，公司对2019年1月1日至《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债务重组》执行日（即2019年6月17日）期间

发生的债务重组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进行追溯调整，本次变更不会对变更之前公司总资产、负

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公司自2019年6月30日半年度财务报告起变更部分报表列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

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4、根据《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调整财务报表格式的影响 

本次财务报表格式变更于2019年6月30日半年度报告开始施行，本次财务报表格式调整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项目填

列口径产生影响，不影响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相关财务指标。 

5、新收入准则的影响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

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执行新收入准则不会对公司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导致本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

重大变化，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6、根据《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调整财务报表格式的影响 

本次财务报表格式变更于2019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开始施行，本次财务报表格式的调整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科目列示

产生影响，不涉及以往年度的追溯调整，不影响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相关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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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2018年筹划出售山东华泰50%股权，并于2019年3月完成过户，山东华泰不再并入公司合并报表。 

2、公司在2019年筹划发行股份购买智游网安100%股权，并于2019年12月完成过户，智游网安并入公司2019年度合并资

产负债表，未并入2019年度合并利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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