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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17                               证券简称：深南股份                         公告编号：2021-013 

深南金科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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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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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姗姗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福保社区金花路

29 号华宝一号大厦 E301 

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福保社区金花路

29 号华宝一号大厦 E301 

电话 0755-82730065 0755-82730065 

电子信箱 ir@sunafin.com ir@sunaf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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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是软件及信息服务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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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智能分析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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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包括商业智能分析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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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智能分析平台 

   商业智能分析平台是一个高度集成化的产品，采用统一的数据分析引擎、统一的用户管理，最终用户所有的分析都在统

一的界面完成，整个分析过程可以有效的贯穿起来。提供交互的、灵活的、多角度多层次的多维分析，以及丰富的、定制化

的图表及文字展现方式，使企业内外部的决策者和知识工作者访问企业关键数据，从而提高企业经营绩效，用户可以从任意

角度探察和分析以任何形式组合的数据，并且快速识别使用其它分析方式无法发现的影响企业经营绩效的因素。提供管理驾

驶舱与个性化信息门户平台，个性化仪表盘给每个人配置自己专属的数据分析系统。通过多信息源整合与个性化展示，让用

户拥有更综合的管理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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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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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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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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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481,835,437.42 289,441,370.15 66.47% 181,681,232.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817,914.09 8,374,345.42 100.83% -49,067,835.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490,091.05 4,890,933.21 196.26% -34,841,560.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854,468.80 9,493,047.73 140.75% 136,625,422.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3 100.00%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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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3 100.00% -0.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92% 3.14% 3.78% -15.12%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408,303,224.26 527,594,834.58 -22.61% 433,711,917.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53,231,794.59 233,045,138.83 8.66% 300,069,25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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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85,415.12 102,731,513.06 120,391,541.54 201,926,967.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6,121,613.28 2,536,683.32 10,236,246.81 -2,076,629.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122,441.11 2,523,278.29 8,166,073.54 -2,321,701.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9,727,535.52 -15,429,465.74 7,258,356.27 40,753,11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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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99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41,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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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864,02

9 
34,398,022 

质押 28,563,100 

冻结 18,949,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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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岭控股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61% 

17,846,40

3 
 冻结 3,915,126 

林素密 境内自然人 2.49% 6,727,500    

黄海峰 境内自然人 2.15% 5,808,395    

陈军 境内自然人 0.70% 1,900,000    

黄荣元 境内自然人 0.31% 830,000    

宿慧文 境内自然人 0.30% 815,900    

张学政 境内自然人 0.25% 680,000    

盛美林 境内自然人 0.22% 586,500    

宋慧亭 境内自然人 0.21% 56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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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股东张学政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680,000 股。股东陈

军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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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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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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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快速蔓延，对众多行业造成了较大的不利影响。对于公司而言，一方面，上半年全国各地实

施了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影响了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合同项目的实施进度和项目拓展进度。另一

方面，上游投资压减，市场需求萎缩，市场开拓难度加大，应收账款周期加长且回收压力加大，对公司的业务拓展造成一定

的不利影响。针对上述情形，公司经营管理团队积极应对，及时调整战略方向和经营策略，加大市场开拓力度，继续推进各

项管理变革，整体收入规模保持稳定。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481,606,159.56元，比上年同期289,441,370.15元增长66.39%，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16,456,884.38元，比上年同期8,374,345.42元增长96.52%。公司在报告期内主要开展的工作如下： 

一、深耕主业，创新业务模式，确保业务稳定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依托多年电力电网、金融行业以及政府行业的经验和技术积累，加强自主研发创新，聚焦市场需求，把

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的新技术同公司的现有业务模式结合，打造出一个高效、精简、适用性高的数据分析平台，通过探

索合作创新，加大与行业内有技术或市场优势的公司合作，提高产品的品质，在保持现有业务稳定的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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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完善人才激励政策，加强人才团队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完善人才激励政策，实施了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通过持续完善激励措施，优化人力资源管

理，继续提升人才培养力度，为公司人才发展提供更好的平台，与此同时，把握人才培养、人员配置、绩效评估、员工关怀

等关键环节，提升公司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能力，发挥人才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实现人才与公司的共同成长，以

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促进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此外，公司不断完善内部培训制度，对公司员工实行分层次、

分专业的培训机制，通过内部培训与外部培训相结合加强人才培养，建立符合企业快速发展需要的人才梯队。 

三、 完善内部管理建设，夯实企业发展基本功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完善和建立各项规章制度和工作标准，逐步向管理工作的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迈进， 

促进公司管理水平提升，夯实企业发展基本功；同时，公司对控股子公司铭诚科技的OA办公系统进行升级，建设完成了集团

全覆盖、全过程的信息综合应用系统，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降低运营成本，以及有效提升公司的规范运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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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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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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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集成 174,559,965.64 157,965,610.07 9.51% 43.60% 54.38% -6.32% 

信息技术服务 56,413,043.43 41,218,212.96 26.93% 43.14% 191.75% -37.22% 

软件销售 221,759,028.17 175,194,591.28 21.00% 108.29% 113.27%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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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总收入481,606,159.56元，比上年同期289,441,370.15元增长66.39%。主要系公司的子公司广州铭诚

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增加营业收入所致。 

    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6,817,914.09元，比上年同期8,374,345.42元增长100.83%。较上年相比，报告

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增长较大，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重要子公司广州铭诚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加大了业务拓展力

度，各业务板块的经营业绩持续增长，同时继续调整业务结构，毛利较高的软件销售及信息技术服务业务增长较快，使公司

营业收入增幅较大。此外，通过强化经营管控，加强成本控制，提升了公司整体利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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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重要会计政策变更的情况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 2017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

入》(简称“新收入准则”)，根据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

执行新准则的累计影响数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科

目。 

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届

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于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修订

前的收入准则简称“原收入准则”）。新收入准则引入了收入确认计量的五步法，并针对特定交易（或事项）增加了更多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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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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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期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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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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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提供了更广泛的收入交易的披露外，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当期期初的留存收益金额未产生重大影响。主要影响如下：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19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原列

报金额 

重分类影响金额 调整后2020年1月1日

列报金额 

因执行新收入准则，本公司将预收货

款中未来结转入营业收入的款项重分

类至合同负债，预收的待转销项税额

重分类至其他流动负债。 

预收账款 162,733,973.09 (162,733,973.09) -- 

合同负债 -- 144,279,296.89 144,279,296.89 

其他流动负债 -- 18,454,676.20 18,454,676.20 

b.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19年度合并利润表无影响。 

c.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12月3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列示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项目 报表数 假设按原准则 影响 

因执行新收入准则，本公司将预收的货款中未

来结转入营业收入的款项重分类至合同负债，

预收的待转销项税额重分类至其他流动负债。 

预收账款 -- 18,226,853.68 (18,226,853.68) 

合同负债 16,113,205.5

6 

-- 16,113,205.56 

其他流动负债 2,113,648.12 -- 2,113,648.12 

d.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度合并利润表的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报表数 假设按原准则 影响 

因执行新收入准则，本公司将作为合同履约

成本的运输费计入营业成本。 

营业成本 399,539,439.3

4 

399,259,794.9

7 

279,644.37 

销售费用 16,656,352.81 16,935,997.18 (279,64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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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共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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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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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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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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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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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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减少1户，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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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泽承科技有限公司 已于2020年12月对外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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