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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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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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为容诚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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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2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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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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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狄耐克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300884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林丽梅

洪跃进

办公地址

厦门火炬高新区火炬园创新路 2 号兴联电 厦门火炬高新区火炬园创新路 2 号兴联电
子大厦五楼
子大厦五楼

传真

0592-5760257

0592-5760257

电话

0592-5760257

0592-5760257

电子信箱

dnake@dnake.com

dnake@dnak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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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集研发、生产及销售于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双软认证企业，是楼宇对讲国家标准、国际标准编制单位之一。
公司立企以来，深耕社区智能安防领域，以“领跑智慧生活理念，创造卓越生活品质”为企业使命，致力于打造“安全、舒
适、健康、便捷”的智慧社区生活环境。
公司主营楼宇对讲、智能家居等智慧社区安防智能设备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和销售，同时公司通过移植楼宇对讲技术
优势，研发医护对讲等系统，拓展智慧医院领域相关行业应用。公司围绕智慧社区和智慧医院领域，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
产品升级和功能优化，形成以楼宇对讲、智能家居及医护对讲产品为主的产业结构，同时产品覆盖新风系统、智慧通行、智
能门锁等智慧社区、智慧医院相关应用领域。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带动下，楼宇对讲系统迎来云端化
和人工智能时代，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技术逐渐应用在楼宇对讲系统中，数字楼宇对讲与人脸识别、语音识别、
指纹识别等人工智能技术及互联网技术相结合，与智能家居产品深度结合，进而促进社区安防行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方向发展。未来，随着产业结构的持续升级，公司将不断拓宽人工智能和物联网领域业务范围，实现产品线之间的互联互
通和生态链发展。

公司产品情况如下：
1、楼宇对讲
楼宇对讲产品用于住宅及商业建筑，具有呼叫对讲、远程开门、可视通话、联动门禁、人脸识别、电梯联动等功能。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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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对讲产品作为智慧社区的入口，通过结合人脸识别等技术，实现身份确认、身份鉴别、访问控制、安全监控、人机交互等
多项功能，有效地提高了社区出入口的人员通行效率，给业主带来更多的生活便利，并提高了物业管理效率。
公司楼宇对讲产品主要包括单元门口主机、住户室内终端机、物业管理中心机和中间公共设备等，融合了TCP/IP网络通
讯技术、音视频处理技术、云通信技术、SIP通讯技术、人脸识别技术、微信应用技术等，同时结合互联网+和大数据服务，
实现跨区域、跨系统的多样化应用，为业主提供通行便利和优质服务。

2、智能家居
智能家居是以住宅为平台，基于物联网技术，由硬件（智能家电、智能家庭安防、音视频娱乐设备、智能照明与开关面
板、智能连接控制、环境监测等）、软件系统、云计算平台构成的一个家居生态圈，实现用户远程控制设备、设备间互联互
通、设备自我学习、场景预设等功能，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生活服务，创造安全、舒适、健康、节能、高效、便捷的家庭人居
环境。
公司智能家居产品主要为智能开关面板，可通过本地触摸按键控制、无线控制、语音控制、手机和平板电脑远程控制等
方式实现灯光、窗帘、空调、地暖、新风、家电等控制及场景设置等功能；公司智能家居产品还包括智能网关、窗帘导轨电
机、信号转发器、智能插座、集中控制器、安防设备等，组合使用可实现智能家居互联互通，以及防盗、烟雾、水、煤气等
监测、传感、分析和报警等，并实现远程监控、安防报警及智能家电产品联动等多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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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智慧医院
智慧医院是通过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集成应用，同时运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改造、优化诊疗流程，打造
健康档案区域医疗信息平台，从而实现健康医疗服务的标准化、数据化和智能化，改善患者就医体验，让患者与医务人员、
医疗机构、医疗设备之间互动，逐步达到信息化，提升医疗服务的品质与效率，打造数字化医院平台。
公司智慧医院产业以“智慧门诊”和“智慧病房”建设为业务核心，产品主要包括医护对讲、ICU探视、智能床旁交互、
分诊排队叫号、多媒体信息发布等系统。其中，医护对讲系统主要应用在医院普通病房与ICU病房，由病房门口机、床旁终
端、病床分机、护士站管理终端、卫生间紧急按钮、走廊显示屏等设备组成，为医院数字化、智慧化建设提供硬件载体，实
现病房通讯系统的标准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提升医疗服务质量，提高医护工作效率，改善患者就医体验，搭建和谐温馨、
顺畅便捷的沟通桥梁。

4、新风系统、智慧通行、智能门锁等其他业务
公司围绕智慧社区和智慧医院领域，在楼宇对讲、智能家居及医护对讲主营业务基础上，布局了新风系统、智慧通行、
智能门锁等其他业务领域，有助于公司丰富产品结构，更好地满足下游客户需求，为公司创造新的业务增长点。
（1）公司新风系统产品主要为“智能新风、除湿新风、公共新风、全效新风”四大类，能够满足住宅、商场、酒店、
办公、医院、学校、公寓、工厂等各类不同的物业形态使用。
（2）公司智慧通行产品包括人员通行和车辆通行解决方案。人员通行解决方案，基于公司的通行闸产品，结合公司人
脸识别技术，为各类需要实名制的出入口应用场景提供身份核验服务；同时可拓展接入公安系统平台，实现黑白名单管理、
数据分析、记录存储、事件报警等功能。车辆通行解决方案，基于公司的停车场硬件产品，结合公司停车场运营管理平台，
针对各种停车场提供车辆出入口管理和车位引导/反向寻车等专项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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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智能门锁系统采用ZigBee 无线通讯协议，组网便利、信号稳定可靠、低速率、低功耗、容量大，独有的加密
设计及一次性短效密码远程授权开门方式，杜绝公网安全问题，是智能家居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产品，通过智能网关实
现智能门锁与智能家居系统的完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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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777,900,203.81

615,107,565.33

26.47%

456,565,444.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4,321,836.90

126,492,774.30

22.00%

62,984,018.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8,656,159.67

114,313,273.10

30.04%

59,473,053.23

83,580,566.13

37,430,071.95

123.30%

16,909,538.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67

1.41

18.44%

0.7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67

1.41

18.44%

0.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35%

40.42%

-11.07%

29.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0 年末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1,637,530,627.92

687,886,350.52

138.05%

463,817,775.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14,498,757.09

382,345,501.03

217.64%

243,541,24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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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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401,162.54

168,387,755.44

230,947,570.32

279,163,715.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326,452.09

41,298,142.27

57,432,815.50

43,264,427.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784,291.15

40,916,775.35

55,430,368.98

40,524,724.19

-49,952,742.09

48,632,054.00

40,957,994.61

43,943,259.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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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24,695
普通股股东总
数

报告期末表决
22,878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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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缪国栋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境内自然人

26.02%

31,225,500

31,225,500

厦门鑫合创投 境内非国有
资有限公司
法人

6.75%

8,100,000

8,100,000

庄伟

境内自然人

6.63%

7,954,200

7,954,200

福建红桥股权
境内非国有
投资合伙企业
法人
（有限合伙）

5.25%

6,300,000

6,300,000

侯宏强

境内自然人

5.17%

6,204,600

6,204,600

厦门兴联集团 境内非国有
有限公司
法人

3.74%

4,491,000

4,491,000

厦门宏盛利投
境内非国有
资合伙企业（有
法人
限合伙）

3.46%

4,147,200

4,147,200

厦门万顺荣投
境内非国有
资合伙企业（有
法人
限合伙）

3.19%

3,825,000

3,825,000

义乌驰力股权
境内非国有
投资合伙企业
法人
（有限合伙）

3.00%

3,600,000

3,600,000

裴韶山

境内自然人

2.25%

2,700,000

2,700,000

厦门市启诚和
境内非国有
阳投资合伙企
法人
业（有限合伙）

2.25%

2,700,000

2,700,000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7

厦门狄耐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厦门鑫合创投资有限公司为缪国栋持股 100%的企业；厦门万顺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为福建红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厦门宏盛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为福建红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且厦门宏盛利投资合伙企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业（有限合伙）的出资份额 99.01%的有限合伙人洪琼瑶女士与福建红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动的说明
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泉州市红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吴火炉
先生及其儿子吴培坤先生存在亲属关系。除上述情况之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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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世界经济深度衰退等严重
冲击，国家和企业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但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国内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
中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2020 年，面对疫情冲击及国内外经营环境变化，公司积极应对国内外经济和行业环境的新形势和
新挑战，公司经营管理团队在董事会领导下，围绕 2020 年度经营计划，推行“拓宽渠道，技术领先，品牌塑造，卓越管理”
十六字战略方针，全员秉持“开拓、创新、品质、责任、奉献”的精神，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克服困难，统筹抓好疫情防控，
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工作，积极有效应对市场变化和挑战，稳扎稳打做好企业生产经营。在管理层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
公司进一步加强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开发力度，持续加强市场开拓力度，稳步推进各项业务的开展，同时加强内部管理和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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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使得公司在经营业绩、技术研发、市场开拓和企业管理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公司的经营业绩继续保持稳步上升
的发展态势。
报告期内，公司总体经营情况如下：
（一）主要经营情况
2020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7,790.02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6.47%；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5,432.18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2.00%。
截至 2020 年末，公司总资产 163,753.06 万元，比去年期末增长 138.05%；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21,449.88 万元，
比去年期末增长 217.64%。
（二）加强产品开发和技术研发
公司一直高度重视研发工作，顺应行业技术发展趋势，不断加强技术研究和开发。围绕公司核心产品，以研究关键核心
技术及应用为主线，朝着智能化、数字化方向，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和科研创新力度，不断强化自身的技术优势和壁垒。针对
楼宇对讲、智能家居、智慧社区系统平台产品和智慧医院等领域，重点开展基础技术和应用技术研究，实现公司产品技术核
心领域的创新和突破，增强创新性和核心竞争力，技术水平保持在行业的领先地位。
2020 年，公司持续根据楼宇对讲和智能家居行业的发展趋势及公司的发展规划和战略部署，结合市场和客户需求，积
极开展自主研发创新工作，不断丰富和完善现有核心技术，形成了全新技术储备。楼宇对讲方面，公司不断更新和提升人脸
识别算法和模型，对视频数据进行人脸抓拍、识别以及结构化分析等，持续不断优化产品的使用体验，并通过公司较强的软
硬件研发、优化、制造能力，实现人工智能技术与楼宇对讲、智能家居产品的融合，逐步覆盖楼宇对讲及社区安防领域等；
同时，公司推出微云门禁互联网远程控制及对讲技术，通过结合互联网技术不断提升楼宇对讲产品的用户体验和产品附加值。
智能家居方面，公司不断研发新产品线，在现有技术优势基础上，优化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实现全面覆盖各种智能家居使用
场景，同时尝试性引入人工智能算法对场景数据进行训练，通过 AI 感知系统自动进行用户习惯学习和模式推荐，结合语音
识别、视觉识别等算法实现自动情景联动，提升产品的智能化使用体验。
（三）持续加强市场开拓力度，巩固并提升市场地位
2020 年，虽然新冠疫情加剧了经济与楼市的下行压力，但国家对房地产行业政策的整体基调是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
康发展。在房地产政策维稳的背景下，房地产行业格局分化加剧，行业整合加快，集中度持续上升，大中型房地产商普遍采
用集中采购模式，对楼宇对讲和智能家居厂家的行业品牌知名度、资金实力、经营规模、网络渠道、技术领先和产品性价比
优势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公司作为国内领先的楼宇对讲产品供应商，顺应行业发展趋势并凭借公司在数字楼宇对讲领域具备的技术优势、规模优
势与客户优势，与较多国内大中型房地产商以及大型工程商客户逐步建立并不断深化战略集采或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内签
署百强地产战略集采合作协议较多的企业。公司不断加大拓展战略合作客户，品牌首选率和市场地位呈上升趋势，公司主营
产品市场份额保持在较好水平。根据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与中国房地产测评中心等权威机构公布的《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 500
强首选供应商及服务商品牌测评榜单》数据，2020 年，公司的楼宇对讲产品品牌首选率持续保持在第一名；智能家居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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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首选率由 2019 年的第七名提升至 2020 年的第四名；公司的智慧社区服务品牌首选率位列第二名，公司的智慧社区整体
解决方案受到市场的认可。
（四）布局新产业，大力开拓智慧医院行业
智慧医院是智慧城市战略规划中一项重要的民生领域应用，也是民生经济带动下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点，从深化医改
到促进健康产业发展，其建设应用是大势所趋。
公司智慧医院产业为新布局，也是公司未来重点的发展方向。公司管理层看好智慧医院行业的发展前景，公司通过移植
楼宇对讲技术优势，研发医护对讲等系统，拓展智慧医院领域相关行业应用，为公司创造新的业务发展增长点。2020 年，
公司医护对讲产品实现营业收入 2,181.27 万元，较 2019 年增长 243.17%。未来，随着智慧医院行业的发展以及公司业务开
拓的持续推进，公司在相关领域的营业收入有望快速增长，智慧医院业务有望成为公司新的业务增长点。
（五）有效抓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积极发挥企业社会责任感
自疫情爆发后，公司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响应国家及地方政府防控精神，成立以董事长为第一责任人的疫情
防控应急小组，统筹抓好疫情防控，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工作，稳扎稳打做好企业生产经营。疫情期间，公司积极发挥智能设
备厂家的社会责任感，在切实做好企业及员工疫情防控基础上，充分发挥企业产品优势，以医护对讲设备驰援助力了湖北武
汉雷神山医院、湖北黄冈浠水小汤山医院、四川广元市第三人民医院等全国 20 家医院，为各地新冠病毒肺炎定点医院的高
效运行助力赋能，为国家的抗“疫”胜利贡献微薄之力。公司在疫情期间获评由中国房地产报、中国房地产网颁发的“首批
中国房地产战‘疫’责任供应商”等荣誉。
在公司的积极应对下，新冠肺炎疫情未对公司业务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截至 2020 年 6 月末，公司新签订单、出货规模、
营业收入和利润规模均已超过去年同期水平；截至 2020 年末，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资产总额、净资产规模等各项指标
保持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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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宇对讲产品

营业收入
627,120,798.90

营业利润
148,129,941.02

毛利率
44.67%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24.56%

22.97%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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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业务年度口径汇总的主营业务数据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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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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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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公司于2020年1月1日执行新收入准则，对会计政策的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新收入准则要求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即2020年1月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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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行新收入准则时，公司仅对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计影响数进行调整。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公司2020年1月1日的留存收益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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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3月，公司注销全资子公司福州狄耐克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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