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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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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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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

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4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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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实智能 股票代码 002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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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天朗 李硕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达实大厦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达实大厦 

电话 0755-26525166 0755-26525166 

电子信箱 das@chn-das.com das@chn-da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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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 

基于自主创新的智能物联网技术和产品，提供建筑智能化的整体解决方案，为人们营造

安全、节能、高效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1）核心技术 

自主创新的实时数据库智能管控技术、边缘控制、微边缘场景智能系统、空调AI优化算

法、云化AIoT智能物联网管控平台等。 

（2）自主产品 

包括系列智能物联网管控平台软件、边缘控制器及各种智能终端产品。 

① 平台软件产品——AIoT智能物联网管控平台 

公司自主研发的AIoT智能物联网管控平台采用“云+边+端”系统架构，面向建筑集群，

提供IBMS集成管理、EMS能源管理、FMS运维管理、BIM三维可视化、APP移动运维5大

应用单元，涵盖设备监控、报警管理、门禁系统、梯控系统、立体车库、能源概览、冷源系

统等20余个子系统，升级微服务架构和跨平台SaaS化部署，可复制、可伸缩，数据集中控

制、管理、分析、展现，实现高性能、稳定、灵活的协同一体化管控。 

基于“云”的AIoT智能物联网管控平台及APP应用实现物与物、人与物、人与人的链接：

方便物业人员高效管控设备，提升运营效率；为办公人员提供多场景智能化体验，实现便捷

办公；向管理层推送能耗日报，使其精准掌握建筑设备运营费用；智能访客预约系统，优化

访客来访体验。 

② 边缘产品——dasEdge边缘控制器 

达实自主研发的边缘控制器——dasEdge，可实现对本地设备的实时监测和逻辑控制。

芯片模块器件均采用工业级标准，适配各种环境需求；软件架构支持云边一体化接入，有效

保障数据安全；基于规则的M2M互动控制，加快边缘侧的分析与决策执行能力；支持单节点

接入海量数据点，给用户提供强大的采集运算能力，为实现边缘节点数据优化、实时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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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捷连接、智能应用、安全与隐私保护等业务处理提供计算资源，有效分担云计算资源负荷。 

③ 智能终端产品 

C3物联网身份识别系统 

C3物联网解决方案由C3物联网平台管理软件和具有不同功能的智能终端组成，帮助用户

实现对建筑或园区内人员的身份识别、通行管控和小额支付。C3物联网平台管理软件采用1

（平台）+N（应用）的SaaS架构，可以部署在公有云、私有云或本地，实现人行通道管理、

电梯管理、访客管理、停车场管理、考勤管理、小额消费管理以及办公室环境管理、会议室

管理等。自主研发的智能终端采用AI、5G和LPWAN移动通讯、RFID等技术，主要包括智能

人脸识别终端、智能通道、门禁控制器、门禁感应器、电梯控制器、公寓门锁、消费机、考

勤机、智能停车管理终端、智能车位引导终端、主控器等系列产品，广泛应用于企业园区、

医院、公共建筑、轨道交通、商业建筑、学校等领域。 

EMC节能控制系统 

自主研发的EMC节能控制系统，采用负荷预测、主动寻优等算法，实现能源系统的协同

管理，打造无人值守高效冷站。提供标准开放的通信接口，可与各类第三方系统的数据交互。

同时，系统提供数据监测、节能控制、运维管理、能源管理等业务功能，实现高效冷站节能

效果可持续性。自主研发的水蓄冷布水及控制系统，利用移峰填谷原理，最大化的节约运行

费用。 

手术室智慧管理系统 

手术室智慧管理系统分为数字化手术室、手术信息管理、麻醉信息管理、科室运营管理、

决策支持管理五大功能模块，以患者围手术期临床数据中心建设为核心，以病人的智能化服

务为中心，以自动化管控为导向，以手术医疗设备、音视频及信息系统集成为三大支撑平台，

以手术医疗行为管理、手术麻醉、手术护理、手术远程示教与会诊、医护患协同、中央监控

与管理、毒麻药品管理、高值易耗品管理、手术器械包管理、医疗设备管理、手术决策支持、

设备集中控制、手术室环境监测与控制等系统为基础应用，覆盖手术室所有业务流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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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全方位、高集成和超共享的数字化手术室，全面提升围手术期的医疗安全、医疗质量和

整体效益。 

（3）整体解决方案及应用领域 

包括咨询设计、核心产品提供、第三方产品集成、建设交付、运维运营服务等建筑环境

全生命周期服务；涵盖建筑机电设备管控系统、建筑能源管理系统、安防监控系统、人员和

车辆识别系统、设施运维管理、移动运营服务等各种应用子系统。 

应用领域：覆盖商业建筑、公共建筑、地铁机场建筑、住宅建筑、医院整体建筑、数据

中心、工厂园区等各种建筑市场。 

商业及公共建筑 

达实基于自主研发的AIoT智能物联网管控平台，采用“云+边+端”系统架构，打造具有

学习及预判能力的AI智慧建筑，实现计算资源及存储资源“云端化”，物联网设备接入“无

限化”，软件平台及应用开发“开放化”，借助人脸识别等生物识别技术，依托系统强大的

大数据分析能力，在大楼内实现人车无感通行、设备无感控制、共享办公、移动运维、访客

管理、环境控制等全方位智慧体验。 

智慧医院 

达实基于自主研发的AIoT智能物联网管控平台，将医院智能化系统、医院中央空调节能

控制系统、医院信息化集成平台、医院数字化手术室及医疗专项系统进行统一管理，提供全

范围、全流程、全场景的医院智能化及信息化的整体解决方案，实现医院人、财、物的全场

景连接，为医院临床服务、运营管理、后勤服务提供一体化服务；并能通过数据治理、流程

引擎，对医院各类数据进行智能化分析，提供流程优化的智慧大脑，真正助力打造绿色节能、

人性化、智能化的智慧医院。 

城市轨道交通 

达实基于自主研发的AIoT智能物联网管控平台，及“云+边+端”物联网架构，面向城市

轨道交通提供涵盖交通综合监控系统（ISCS）、自动售检票系统（AFC）、综合安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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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DS）、乘客资讯系统（PIS）、地铁信号系统（SIG）、地铁环境节能控制系统（EMC）、

轨道交通关联智能化系统、轨道交通关联信息化系统、相关配套建筑（交通枢纽、控制中心、

车辆段、车场、地铁大厦、地下空间、上盖物业等）智能化系统、轨道交通相关维保服务等

多项智能化及节能综合解决方案，实现地铁轨道交通信息的互联互通与协同，为乘客提供安

全、舒适、便捷的智能化出行环境。 

智慧社区 

达实基于自主研发的AIoT智能物联网管控平台，面向综合社区个性化提供智能楼宇对讲

系统、智慧综合安防系统、智能人车分流及停车收费管理系统、综合信息网络服务系统、智

能物业管理信息化系统等，通过技术创新，精简管理人员，降低人力成本，大幅提升社区安

全系数，力求把项目建设成集智慧、绿色、安全、舒适、宜居的现代家园。 

数据中心 

达实基于自主研发的AIoT智能物联网管控平台及EMC节能控制系统，为数据中心建筑提

供面向办公区域的整体解决方案及面向机房涵盖建设咨询、规划设计、集成建设、测试认证

及运维管理等绿色数据中心全生命周期服务，并结合数据中心项目特殊性，通过采用自主研

发的中央空调节能控制系统、能源监测管理系统、个性化配备高能效的高频UPS不间断电源

系统等方式保证机房工作安全、高效、节能，助力中国大数据产业的建设发展。 

节能服务 

达实基于自主研发的“达实EMC007中央空调节能控制系统”和“达实EMC008水蓄冷

节能系统”，提供高效冷站建设整体解决方案；基于自主研发的AIoT智能物联网管控平台和

“达实EMC002能源监测管理系统”，提供冷站的高效运营解决方案。以物联感知、计量为

基础，以实现供能服务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为目标，建立智慧供能物联网监测体系，为

后期其它物联网平台或其它应用平台提供全面、准确的供能系统感知和计量能力，并兼顾能

源供应的指挥调度、运维管理、资产管理等功能，面向各类型单体建筑、城市级能源系统、

区域能源系统、大型园区能源系统等多应用场景，提供从规划、设计、施工到运营维护全生

命周期的节能服务方案。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 

6 

（4）商业模式 

自主产品销售给集成商或终端客户，整体解决方案销售给终端客户。 

（5）发展方向 

大力发展自主产品业务，加速云端迁移和SaaS化服务进程，为中小客户提供标准化的产

品服务；提高自主产品在整体解决方案中的占比，加快推进云平台建设，为集团客户提供集

约化的解决方案服务。 

（二）公司所处行业发展状况 

（1）智能物联网行业现状 

继“十二五”期间国务院、工信部、发改委等纷纷出台物联网发展指导文件，2017年，

工信部发布《物联网“十三五”规划》明确指出我国物联网加速进入“跨界融合、集成创新

和规模化发展”的新阶段，提出完善技术创新体系，构建完善标准体系，推动物联网规模应

用，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提升安全保障能力等具体任务；2020年10月29日于中国共产党第

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简称《规划和建议》)，在“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

面塑造发展新优势”部分，表明“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我国在寻求

科技创新、自主可控的同时，也关注重点经济领域发展。在“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

经济体系优化升级”中，5G、工业互联网等都被列为重点布局的新型基础设施。 

根据GSMA发布的《Themobileeconomy2020（2020年移动经济）》报告显示，2019

年全球物联网总连接数达到120亿，预计到2025年，全球物联网总连接数规模将达到246亿，

年复合增长率高13%。2019年全球物联网的收入为3430亿美元（约人民币2.4万亿元），

预计到2025年将增长到1.1万亿美元（约人民币7.7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高达21.4%。

我国物联网连接数全球占比高达30%，2019年我国的物联网连接数36.3亿，其中移动物联

网连接数占比较大，已从2018年的6.71亿增长到2019年底的10.3亿。到2025年，预计我

国物联网连接数将达到80.1亿，年复合增长率14.1%。截止2020年，我国物联网产业规模

突破1.7万亿元，十三五期间物联网总体产业规模保持20%的年均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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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能物联网产业目前正处于产业蓄力期朝产业增长期过渡的阶段。在这一特殊时期，

基础设施正快速完善、技术加速融合为产业加速发展打下基础。供给侧市场能量逐步显现，

开始成为推动产业发展的动力之一。同时，企业生态和产品生态开始融合，市场壁垒将逐步

减少。 

（2）智能物联网行业发展趋势 

① 疫情为产业带来挑战和机遇 

2020年初，COVID-19疫情全面爆发，快速席卷全球。这突如其来的黑天鹅事件对全球

社会、经济都造成巨大冲击，全球绝大部分经济体都史无前例的遭遇GDP负增长。这样一场

对全球经济来带巨大负面影响的黑天鹅事件却助推了AIoT产业发展。疫情期间，轨迹追踪、

体温监控、无人配送等建立在各类AIoT技术和产品基础之上的新型应用给民众留下了深刻印

象；能够将人员、机械、资产远程无接触连接的远程软件、硬件蓬勃发展；能够应对市场强

不确定性的柔性制造能力更加受到工业企业追捧；能够实时收集、分析数据，并对庞大城市

的细枝末节展开监管的智慧城市平台成为政府管理利器。疫情在改变民众生活方式和技术认

知的同时，推动了AIoT产品和技术融入各类社会活动，将整体数字化进程提前，也加大了市

场对AIoT产品、技术的直接需求。 

② 新政策为产业发展注入新动力 

2020年4月20日，国家发改委新闻发布会上，政府首次明确“新基建”的范围。其中多

个“新基建”方向与AIoT产业紧密联系，具体包括5G、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

据估算，到2025年，上述四大领域新基建直接投资将超过5万亿元，带动相关投资超10万亿

元。“新基建”将引导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被注入AIoT相关产业，直接或间接带动整个AIoT

产业发展。 

《规划和建议》对科技自主可控的重视，也将推动中国较薄弱的底层技术发展，这将直

接促进中国AIoT产业补上芯片、操作系统等短板，为国内相关行业带来快速发展机会。同时，

5G和工业互联网作为重点统筹推进建设的新基础设施，有望保持快速发展，并带动相关AIoT

产业上下游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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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规模化落地应用增加，需求侧市场能量开始显现 

随着技术和产品逐步成熟，以及疫情加速转变民众认知，实用的智能网联化应用进一步

走入大众日常生活和工作，AIoT产业规模化应用增多。 

在AIoT消费驱动应用市场，应用技术快速成熟，产品供应不断增加，市场规模扩大，硬

件成本不断下降。市场硬件数量增加又摊薄了数据处理、存储成本，因此市场中AIoT应用规

模化趋势逐渐明显。 

在AIoT产业驱动应用市场，由于各应用行业差别大、壁垒高，企业级AIoT应用技术尚未

完全成熟，及AIoT项目实施成本高等原因，规模化应用落地相对较晚。智慧建筑是最具潜力

的市场之一，但场景标准化程度低、现场环境复杂、方案适配难度大，AIoT的应用仍处于标

杆打造阶段。 

④ 新技术应用带来新市场机会 

AIoT产业是典型的技术驱动型产业，技术革新和融合将直接推动市场发展。2020年中国

5G规模化商用、Cat.1进入市场等蜂窝通信技术的新进展，为AIoT产业带来新市场机遇。5G

作为新一代通信技术，有着高速率、广连接和高可靠三大能力优势，这些新能力融合进AIoT

产业，将进一步催生出新的应用市场。目前，以运营商、华为为代表的企业正在开展以5G为

基础的AIoT应用深入工业各核心环节的探索，根据GSMA数据，预计到2030年，全球与5G

深度融合的应用行业规模总量将达到7000亿美元，5G将带来的AIoT产业扩展潜力巨大。 

除了新技术应用之外，技术融合也是2020年AIoT产业发展的重点。区块链和物联网碰撞，

诞生了“物链网”，旨在通过提升分布式数据的安全性、可靠性、可追溯性，来提升信息的

流通性，以及让价值有序的在物与物、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流动。基于云、边、端的架构，

人工智能与物联网融合，是目前主流的整体架构。在医疗、建筑、基础设施等领域，开放的5

级结构平台正创造出全新的数字城市，实现全主体、全要素、全过程、全空间的信息化、数

字化智能化管理。云端计算、终端计算、边缘计算是一个协同系统，人工智能与物联网的融

合，依据用户场景、资源匹配、业务实时性进行动态调配，形成不同的应用方案。AI巨头纷

纷向线下场景转身，人工智能对建筑、安防、医疗、交通等传统产业赋能，驱动出一个千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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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新兴市场，传统产业的边界在模糊，AI+IoT、AI+BIGDATA是继互联网后的又一次技术

革命，并将带来巨大的红利。 

通过人工智能驱动商业智能，并赋予建筑、交通、医疗等传统产业“生命”，推动城市

“进化”与新型城市化，基础设施的数字化需求迫在眉睫。以建筑为例，建筑是传统产业，

但在新的技术趋势下，建筑是一个特殊的场景，边界清晰，场景中设备连接需求量很高，人

的行为活动非常密集；城市则抓住了人这个核心角色，城市物联网以人工智能作为智慧中枢，

以物联设备为抓手，赋能城市要素升级。依托场景，结合自身累积沉淀的行业经验优势不断

落地，形成商业闭环，能够催生出全新的商业机会和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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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3,210,988,541.82 2,205,852,549.27 45.57% 2,527,415,275.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15,281,526.38 -342,885,845.54 191.95% 216,769,784.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5,761,241.49 -369,329,500.00 177.37% 220,049,335.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82,936,672.50 473,968,308.00 -40.30% -190,975,018.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54 -0.1803 191.74% 0.113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34 -0.1792 191.18% 0.11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67% -11.24% 21.91% 6.74%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7,992,937,125.05 6,442,435,778.76 24.07% 6,765,000,908.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3,092,138,235.93 2,822,844,340.98 9.54% 3,206,812,49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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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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692,564.21 906,231,609.87 742,462,671.71 1,123,601,696.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2,497,785.68 115,506,127.47 72,676,162.12 104,601,451.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1,766,923.61 114,865,930.06 69,865,587.07 79,262,800.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11,805,621.38 144,876,959.76 121,578,174.21 228,287,15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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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629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8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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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昌都市达实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13% 310,346,881  质押 135,839,999 

刘磅 境内自然人 6.81% 131,057,031 98,292,773 质押 85,130,000 

深圳市投控资本有限公

司－深圳投控共赢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 4.94% 95,108,000    

张慧 境内自然人 2.02% 38,912,100    

房志刚 境内自然人 1.88% 36,166,540    

贾虹 境内自然人 1.42% 27,25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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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葛卫 境内自然人 0.68% 13,000,32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65% 12,604,400    

王丹宇 境内自然人 0.52% 10,000,000    

程朋胜 境内自然人 0.48% 9,229,378 8,519,533 质押 7,3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昌都市达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控股股东；刘磅先生为公司实

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贾虹女士曾任公司董事；房志刚

先生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久信医疗创始人，曾任久信医疗总经理；

程朋胜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除上述情形外，公司未知

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昌都市达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通过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2,222,256 股股份；李葛卫通过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3,000,021 股股份；张慧通过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8,000,000 股股份；西藏林芝福恒

珠宝金行有限公司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 5,550,022 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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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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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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 全球经济遭受严重影响。面对窘迫的市场环境，公司

砥砺前行，一方面以良知驱动激发员工心中的无尽能量，在疫情中承担了应有的社会责任；

一方面以创新驱动增强市场人无我有的竞争优势，在经营业绩方面交出满意的答卷。报告期

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21,098.8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5.5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31,528.1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91.95%，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293.67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40.30%；公司签约及中标订单金额合计43.95亿，较去年

同期增长57.31%。 

（1）良知驱动，全力投入抗疫援驰医院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给社会及宏观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公司协同各子公司积极参与抗击疫

情相关行动。在疫情最紧急时刻，全球采购医用防护服等价值571万元医用物资，精准捐赠

到62个城市104家医疗机构；并主动请缨为武汉雷神山医院、雄安新区三县医院、深圳小汤

山医院、北京小汤山医院等16家医院，提供院内空间智能管控系统、整体手术部建设、ICU、

负压隔离病房建设及改造等服务，主动担负应有的社会责任。 

（2）创新驱动，增强市场人无我有的竞争优势 

通过在智能物联网行业的持续深耕，不断提升技术研发水平，企业逐渐形成了以可复制

成体系的AIoT管控平台为核心，以自主研发的专项智能物联网终端产品为支撑，为多市场提

供物联网整体解决方案的业务形态，逐步实现企业从单体项目到技术、产品、服务模式的升

级与蜕变。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强自主技术研发能力，为公司未来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

撑。达实智能及久信数字医疗通过CMMI5认证；雄安达实被认定为河北省2019年第二批高

新技术企业。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技术创新驱动。一方面，通过成立创新事业部为基于私有云的大客

户提供服务，对其建筑环境提供定制化、集约化管理，从新建项目延伸至既有项目的智能管

控及运营服务；另一方面，通过设立云技术子公司面向专项标准应用场景提供标准化、低成

本的智能物联网建设及运营服务。 

（3）加强合作，倾听客户心声打造标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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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致力于各个领域里的业务发展，并加强与头部企业之间战略协作，寻求

共赢。 

数据中心——签约并实施3.25亿元的深圳力合报业大数据中心项目，该项目采用达实智

能自主研发的多项专利技术与终端产品，包括EMC002能源监测系统、EMC007节能控制系

统、C3物联网身份识别系统，研发AI节能算法，提高数据中心运行效率，降低运行能耗，实

现PUE值小于1.25的高难度能耗要求；另外，中标北京市高速公路数据运营中心、万国数据

HZ1惠州万阳数据中心、世纪互联科学城等多个数据中心项目。 

智慧交通——签约福州市轨道交通5号线一期综合监控系统项目、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三

号线环境与设备监控与门禁系统项目、广州市轨道交通7号线一期西延顺德段综合监控系统项

目、亚洲最大的雄安高铁站智慧化等项目；交付我国西南地区首条无人值守地铁线路——成

都9号线。 

智慧医疗——签约2.349亿元的宿州市立医院新区内外科病房楼智慧医院项目，该项目基

于自主研发的“AIoT”物联网智能管控平台，实现不同功能系统以及设备的集中管控、信息

汇总、互联互通；且数字化手术室结合术中全智能化管理，实现了HIS、LIS、PACS信息的

集成，全过程可追溯，衔接5G技术，搭建远程教学、远程会诊平台，特色手麻系统，实现全

流程智慧化、可迭代的医疗专用系统，并运用自有知识产权的中央空调节能专利技术，通过

大数据积累，综合分析设备的可靠性和经济性之间的平衡，从而实现降低能耗和运营成本并

增加效能的目标；另外，公司还签约了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华西医院、眉山医院等重大

智慧医疗项目。 

智慧建筑——签约中国尊、商报大厦、爱尔眼科等多个项目。其中签约的前海桂湾公园

智能化项目合同，其中仅软件部分金额约1,000万元以上，充分体现公司在AIoT平台及应用

上的综合技术实力。 

节能服务——持续为深圳市民中心、中粮•置地广场、宁德新能源科技工业园以合同能源

管理模式提供节能服务，充分体现公司在节能减排领域的付出。 

战略合作——公司先后与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腾讯医疗健康（深圳）有限公司等

头部企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以期在合作中发挥各自优势和经验，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推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智慧园区、智慧医疗等领域的应用及发展。 

（4）顶级展会，凸显公司品牌与服务综合实力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首席战略合作有“亚洲医建第一会”之称的第二十一届全国医院建

设大会（大会简称CHCC2020）暨中国国际医院建设、装备及管理展览会，参与开幕式、主

题论坛、新技术发布会等重磅环节，并举办达实智能专场论坛，对外展现了公司在智慧医院

建设、智慧医疗领域的积累与创新；公司充分发挥总部大楼达实大厦的智能体验及展示功能，

以其为载体开展线上方式为主的新媒体市场营销活动，通过公司成立25周年暨达实大厦投用

一周年云庆典、企业发展白皮书公开课、公司上市10周年庆典、投资者线上交流会等一系列

线上推广直播活动，向客户、股东、潜在投资者传递公司产品与服务的科技硬实力，由此建

立更深度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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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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方案 2,678,766,815.42 628,839,143.05 23.47% 50.24% 52.14% 0.29% 

产品及服务 323,333,131.31 218,278,196.54 67.51% 11.23% 11.78% 0.33% 

其他 208,888,595.09 122,634,453.85 58.71% 58.07% 44.18% -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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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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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之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之五、40、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

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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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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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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1）2020年3月27日，公司投资设立深圳达实云技术有限公司，持股72%。 

（2）2020年5月29日，公司收购上海沧洱实业有限公司49%股权，收购完成后持股100%。 

（3）2020年6月17日，子公司合肥达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清算注销。 

（4）2020年9月4日，公司投资设立深圳达实旗云智慧医疗有限公司，持股51%。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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