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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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 2017 年度报告及摘要无异议，全体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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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75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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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脉科技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2093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冯静

张文斌

办公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江滨东大道 116 号

福建省福州市江滨东大道 116 号

电话

0591-87307399

0591-87307399

电子信箱

zq@gmiot.com

ir@gmiot.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贯彻落实面向物联网长期发展战略，依托多年在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积累的经验，围绕物联网核心技术的
研发、集成和应用，深耕挖掘物联网与传统产业的业务融合场景，大力发展物联网产业链中涉及到的终端、传输到平台与应
用的相关业务，持续为电信、政府、医疗、教育、金融、交通等行业提供物联网技术综合解决方案服务。
公司重点打造“国脉物联”这一物联网综合服务品牌，围绕“端-管-云”的物联网发展路径，加强物联网技术研发，提升公
司物联网技术服务竞争力；抓住5G网络发展机遇，战略资源配置优先布局物联网网络服务能力，提升物联网网络技术服务
能力；整合行业资源，布局“物联网+大数据”产业链，做好技术服务和应用市场，并积极探索多种运营模式。公司在物联网
领域从终端到传输到平台应用均有业务布局，逐步形成从终端，到传输，再到平台和行业应用层的全布局，加速公司的物联
网战略升级。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方向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主营业务类型包括：物联网技术服务、物联网咨询与设计服务、物
联网科学园运营与开发服务、教育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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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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人民币元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16 年

2017 年
调整前
营业收入

调整后

1,516,470,286.93 1,230,917,244.05 1,230,917,244.05

2015 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23.20%

497,501,063.19

497,501,063.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62,804,899.42

77,345,448.37

77,311,677.65

110.58%

41,993,753.38

41,958,174.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8,513,690.85

56,905,044.45

56,871,346.70

125.97%

31,197,168.55

31,161,589.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21,308,953.27

153,030,194.10

153,049,969.70

44.60% -216,578,408.17

-216,651,306.5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46

0.0894

0.0894

84.12%

0.0485

0.048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19

0.0894

0.0894

81.10%

0.0485

0.04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54%

5.61%

5.51%

0.03%

3.18%

3.12%

2017 年末
调整前
资产总额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
减

2016 年末
调整后

调整后

2015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4,680,245,048.70 4,572,132,957.91 4,659,618,089.72

0.44% 2,847,455,981.04 2,934,887,730.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2,997,549,678.11 2,841,551,780.79 2,866,436,579.52
产

4.57% 1,339,701,175.56 1,364,619,745.01

注 1：报告期内，公司完成授予限制性股票 1,984.242 万股，公司股本总额由 98,765.758 万股增加至 100,750 万股, 详见 2017
年 1 月 26 日《证券时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cninfo.com.cn）相关公告。
注 2 报告期内，公司收购福建国脉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福建国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为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详见 2017 年 4 月 26 日《证券时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cninfo.com.cn）相关公告。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287,565,942.30

378,727,329.81

384,527,913.84

465,649,100.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551,709.26

30,571,487.83

21,618,036.78

63,063,665.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2,864,454.52

26,370,137.98

10,709,768.71

48,569,329.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311,569.90

141,195,076.29

135,132,704.36

292,74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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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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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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636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57,343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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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林惠榕

境内自然人

21.90%

220,653,000

质押

94,000,000

陈国鹰

境内自然人

21.56%

217,234,000

质押

48,000,000

林金全

境内自然人

5.46%

54,992,258

北京中财裕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中财定增宝 5 号私募基金

2.51%

25,267,741

25,267,741

武汉众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武
汉众邦资产定增 2 号证券投资基 其他
金

2.43%

24,531,515

24,531,515

兴瀚资产－兴业银行－兴业银行 其他
股份有限公司

2.31%

23,317,718

23,317,718

隋榕华

境内自然人

1.56%

15,716,256

7,858,128

福建国脉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7%

12,776,832

12,776,832 质押

12,776,832

农银国际投资（苏州）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2%

12,265,758

12,265,758

安信基金－工商银行－杭州巨鲸
其他
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1.22%

12,265,758

12,265,758

北信瑞丰基金－招商银行－华润
深国投信托－华润信托·博荟 44 其他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22%

12,265,758

12,265,75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林惠榕女士系陈国鹰先生之妻，林金全先生为陈国鹰先生岳父，陈国
鹰先生系福建国脉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陈国鹰先生、林惠榕
女士、林金全先生及福建国脉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一致行动人，合计
持有公司股份 50,565.61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0.19%。除上述情
况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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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中，曹栋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913,820 股，赵振博通过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937,906 股,张云彬通过长
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500,376 股,廖
梅香通过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38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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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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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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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11 年公司 11 国脉债
债券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
付情况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2018 年 07 月 26 日

112035

利率

39,591

6.80%

报告期公司付息日为 2017 年 7 月 26 日，公司已在约定的付息日完成本次付息。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国脉科技2011年公司债券2017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评级结果为：本期债券信用等级维
持AA，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维持为AA，评级展望维持为稳定。详见公司于2017年6月2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国脉科技：2011年公司债券2017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
公司预计于2018年6月底前出具《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债券2018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评级结果将刊登
在《证券时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上，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2016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35.76%

38.24%

-2.48%

EBITDA 全部债务比

16.00%

8.00%

8.00%

4.34

1.58

174.6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3,907.84

-7,514.6

-1,282.7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491.93

137,600.42

-127.25%

45,453.55

164,762.26

-72.41%

利息保障倍数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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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公司贯彻落实面向物联网长期发展战略，依托多年在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积累的经验，围绕物联网核心技术的
研发、集成和应用，深耕挖掘物联网与传统产业的业务融合场景，大力发展物联网产业链中涉及到的终端、传输到平台与应
用的相关业务，持续为电信、政府、医疗、教育、金融、交通等行业提供物联网技术综合解决方案服务。
公司重点打造“国脉物联”这一物联网综合服务品牌，围绕“端-管-云”的物联网发展路径，加强物联网技术研发，提升公司物
联网技术服务竞争力；抓住5G网络发展机遇，战略资源配置优先布局物联网网络服务能力，提升物联网网络技术服务能力；
整合行业资源，布局“物联网+大数据”产业链，做好技术服务和应用市场，并积极探索多种运营模式。公司在物联网领域从
终端到传输到平台应用均有业务布局，逐步形成从终端，到传输，再到平台和行业应用层的全布局，加速公司的物联网战略
升级。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方向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主营业务类型包括：物联网技术服务、物联网咨询与设计服务、物
联网科学园运营与开发服务、教育服务等。
物联网技术服务：主要为政府、电信、交通、医疗、教育、金融等不同行业客户面向物联网领域提供IT系统架构设计、
软硬件设备集成、平台运营及维护、物联网终端设备销售等服务，产品类型包含了物联网终端、云计算、海量存储、网络和
数据安全、数据中心机房等物联网综合技术解决方案。
物联网咨询与设计服务：主要为运营商4G/5G通信网、物联网建设提供从咨询规划、设计、优化到维护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保证运营商物联网网络的高效、稳定及可持续发展。
物联网科学园运营与开发服务：围绕“产业+园区配套”的发展摸式，聚集物联网创新人才团队，通过依托公司的资金和
运营平台，形成研发、孵化、产业化以及配套的一体化服务体系，为物联网高科技产业生态园提供运营与开发服务，使其成
为具有区域影响力的物联网科技创新产业基地。
教育服务：以通信、电子信息类专业为主，重点建设与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相关的学科与专业，并
将信息技术渗透到传统专业，适应经济社会的信息化进程。旗下的福州理工学院充分利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规范化教学管理
和良好校企合作机制，提升教育教学水平，以其特有的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为企业、行业提供具备工程实践
能力和技术开发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学院在产、学、研融合的模式上为公司物联网业务和技术发展带来的良好的协
同效应，支撑公司物联网业务发展。
公司在报告期内按技术、客户两个同心圆延伸原则有计划地进行垂直行业的横向拓展，在业务板块上实现了升级，在物
联网技术服务领域继续保持并扩大竞争优势，并以理工学院为技术支撑平台，利用产、学、研融合的模式带来的良好协同效
应，提升了市场竞争力；公司实施“物联网+”战略，先行在金融等重点行业布局带来的收益；公司在物联网科学园运营与开
发，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园区的配套住宅设施已经实现收入，为打造物联网科技创新产业基地奠定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持续增长。2017年度公司完成营业收入151,647.03万元，同比增长23.20%；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280.49万元，同比增长110.58%。截止2017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468,024.50万元，较期初增加0.4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为299,754.97万元，较期初增加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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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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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联网技术服务

939,812,758.26

874,358,256.00

6.96%

-1.54%

1.02%

-2.36%

物联网咨询与设
计服务

170,429,131.74

13,018,189.07

92.36%

-6.73%

14.60%

-1.42%

物联网科学园运
营与开发服务

296,943,110.55

112,880,023.49

61.99%

100.00%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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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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度公司完成营业收入151,647.03万元，同比增长23.20%；营业成本101,848.22万元，同比增长14.13%；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16,280.49万元，同比增长110.58%。利润增长的主要因素为理工学院成为公司发展的技术支撑平台，产、学、
研融合的模式带来良好的协同效应，提升了市场竞争力，教育的收入和利润增加；公司实施“物联网+”战略，先行在金融等
重点行业布局带来的投资收益增加；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收益增加；公司物联网科学园运营与开发收入实现带来的利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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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执行《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对公司财务报表格式调整
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报表项目
和原因

在合并利润表和利润
表中分别列示持续经
营损益和终止经营损
益等，对比较报表的
列报进行了相应调
整：

净利润

2017年
调整前金额

2016年
调整后金额

158,150,227.79

损益
影响
数

调整前金额

调整后金额

0.00 78,662,262.96

0.00

持续经营净
利润

158,150,227.79

78,662,262.96

终止经营净
利润

0.00

0.00

在利润表中新增“其他 营业外收入
收益”项目，将部分原
其他收益
列示为“营业外收入”
的符合其他收益定义
的政府补助重分类至
“其他收益”项目，不
对比较报表中其他收
益的列报进行相应调
整。
利润表新增“资产处置 资产处置收
收益”项目，将部分原 益

11,462,860.91

损益
影响
数

0.00
11,462,860.91

71,965.65

0.00

103,748.2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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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示为“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收入
及“营业外支出”的资
产处置损益重分类至
“资产处置收益”项
目，比较数据相应调
整。

95,396.49

152,163.96

该会计政策变更为根据财政部通知对报表格式进行修改，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影响，无需进行追溯调
整。
2、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2017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新增限制性股票、回购股份会计政策。

报表科目

2017年金额

其他应付款

112,704,945.60

库存股

112,704,945.60

因2017年1月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新增限制性股票、回购股份会计核算科目，对以前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
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3、业务收入分类调整，对公司财务报表列报影响如下:
调整前收入分类

调整前

调整后收入分类

调整后

ICT网络集成及服务

939,812,758.26

物联网技术服务

939,812,758.26

ICT咨询与设计服务收入

170,429,131.74

物联网咨询与设计服务

170,429,131.74

ICT园区开发与运营收入

296,943,110.55

物联网科学园运营与开发服务

296,943,110.55

教育

92,924,980.01

教育

92,924,980.01

合计

1,500,109,980.56

1,500,109,980.56

该会计政策变更为根据行业和公司业务发展对公司收入分类名称进行更准确的描述，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无影响，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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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24日，公司收购福建国脉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福建国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将其纳入合并范
围。福建国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主要数据本期及上年同口径数据对比如下：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口径数据
92,340,006.93
87,485,131.81
总资产
23,473,758.46
24,884,798.73
净资产
0.00
0.00
收入
-1,411,040.27
-33,673.43
净利润
2、2017年11月24日，公司通过子公司国脉信息投资设立福建恒聚恒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持股比例
51%，并将其纳入合并范围。福建恒聚恒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主要数据本期及上年同口径数据对比如下：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口径数据
5,766,436.13
0.00
总资产
5,002,453.79
0.00
净资产
收入
净利润

111,965.81
2,453.79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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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报告期内，公司收购国脉集团持有的国脉开发100%股权，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详见2017年4月26日《证券时报》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cninfo.com.cn）相关公告。
 福建恒聚恒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11月，无上年同期可比数据。

（4）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学华
2018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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