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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80                     证券简称：科远股份                              公告编号：2019-003 

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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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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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479,895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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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远股份   股票代码 002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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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文庆 曲建文 

办公地址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清水亭东路 1266 号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清水亭东路 1266 号 

电话 025-69836008 025-69836103 

电子信箱 zhaowq@sciyon.com qujw@sciyon.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作为国内领先的工业自动化与信息化技术、产品及解决方案供应商，业务领域主要围绕工业互联网平台架构而展开，

致力于为工业用户提升自动化和信息化水平，最终实现“让工业充满智慧，让智慧创造价值”的公司愿景。 

工业互联网平台是面向工业企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需求，构建基于海量数据采集、汇聚、分析的服务体系，支撑

制造资源泛在连接、弹性供给、高效配置的载体。平台架构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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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见，整个工业互联网平台呈现出清晰的层级架构，涵盖边缘层、IaaS 层、平台层（也叫工业 PaaS 层）、应用层

（也叫工业 SaaS 层）以及贯穿上述各层级的安全防护。其中，边缘层、平台层、应用层是工业互联网平台的三大核心层级。

公司业务领域也主要覆盖这三大核心层级： 

1、边缘层是基础。在平台的边缘层，对海量设备进行连接和管理，并利用协议转换实现海量工业数据的互联互通和互

操作；同时，通过运用边缘计算技术，实现错误数据剔除、数据缓存等预处理以及边缘实时分析，降低网络传输负载和云端

计算压力。在该层级，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分散控制系统（DCS）、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机器人、非标自动化、电动

执行机构及传感器等； 

2、平台层是核心。在通用 PaaS 架构上进行二次开发，实现工业 PaaS 层的构建，为工业用户提供海量工业数据的管理

和分析服务，并能够积累沉淀不同行业、不同领域内技术、知识、经验等资源，实现封装、固化和复用，在开放的开发环境

中以工业微服务的形式提供给开发者，用于快速构建定制化工业 APP，打造完整、开放的工业操作系统。在该层级，公司

的主要产品及解决方案包括实时数据库、厂级信息化管控一体化平台、基于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的旋转机械故障诊断系统、工

业锅炉燃烧优化系统等； 

3、应用层是关键。通过自主研发或者是引入第三方开发者的方式，平台以云化软件或工业 APP 形式为用户提供设计、

生产、管理、服务等一系列创新性应用服务，实现价值的挖掘和提升。在该层级，公司的主要产品及解决方案包括智慧电厂、

智慧冶金、智慧化工、智慧港口、慧联制造平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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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608,872,837.97 590,941,789.18 3.03% 512,680,944.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2,192,603.55 109,223,296.76 2.72% 82,485,127.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9,454,059.44 91,582,909.99 -13.24% 68,098,697.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5,170,158.26 138,692,712.28 -45.80% 24,634,34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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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7 0.46 2.17% 0.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7 0.46 2.17% 0.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39% 5.44% -0.05% 4.84%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2,447,653,718.98 2,413,265,935.43 1.42% 2,252,133,503.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68,784,447.25 2,052,579,498.85 0.79% 1,967,375,096.3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89,737,509.74 164,040,148.74 140,800,813.82 214,294,365.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350,920.84 46,173,641.39 18,627,419.90 39,040,621.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418,739.29 38,979,051.45 16,294,319.29 17,761,949.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021,586.31 28,327,547.21 7,809,535.47 52,054,66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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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91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8,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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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国耀 境内自然人 25.46% 61,097,400 45,823,050   

胡歙眉 境内自然人 21.95% 52,689,000 39,516,750   

刘建耀 境内自然人 3.65% 8,750,000 6,562,500 质押 1,600,000 

平安基金－平安银行－深圳平安大

华汇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3.20% 7,689,350 0   

曹瑞峰 境内自然人 1.64% 3,933,600 2,950,200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信信托

成泉汇涌八期金融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1.61% 3,853,086 0   

张勇 境内自然人 1.03% 2,465,652 0   

梅建华 境内自然人 0.94% 2,263,725 1,697,794   

胡梓章 境内自然人 0.83% 1,992,202 0   

李海康 境内自然人 0.49% 1,169,9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刘国耀、胡歙眉、刘建耀、胡梓章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刘国耀与胡歙眉系夫妻关系，刘建耀系刘国耀之弟，胡梓

章系胡歙眉之父亲。截至报告期末，四人合计持有本公司 5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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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权。除以上情况外，本公司未知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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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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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虽然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依旧较大，但随着国内工业自动化与信息化行业的不断发展，以及下游行业升级改造

需求的逐渐复苏，公司新签合同额、营业收入及利润均实现了一定的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实现营业总收入

60,887.28 万元，较上年增长 3.0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219.26 万元，较上年增长 2.72%。报告期末，公

司合并报表总资产 244,765.37 万元，较期初增加 1.4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06,878.44 万元，较期初增加

0.79%。 

报告期内，公司近年来所布局的智慧工业、智慧能源产业进一步落地，为公司成为全方位智慧产业解决方案供应商奠定

了坚实基础。按照工业 4.0 标准打造的滨江智能制造产业园全面投运，公司产品生产全面实现智能化，经营管理水平、运营

效率以及市场竞争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报告期内，智慧工业产业进一步夯实行业地位，智慧电力、智慧化工、智慧冶金等行业解决方案大放异彩，其中公司成

功中标内蒙古华厦朱家坪 2×660MW 发电机组智能控制项目，为公司进一步拓展超超临界机组业绩奠定了基础；中标新疆

哈密 1×50MW 光热发电项目，实现了在光热发电领域的突破；中标博创铝业 50 万吨氧化铝技改，实现了完整氧化铝主工

艺控制系统零的突破；垃圾发电行业，公司继续深化与天楹集团、海螺集团、三峰环境等公司的合作，同时进一步开拓了光

大、中电新能源、粤丰环保等 9 个新能源投资集团，全年共签订 45 个垃圾发电智能控制项目；生物质发电业务销售额亦实

现翻番；化工自动化行业，该业务取得全年销售额同比增长 33%、开票额增长 26%的好成绩，相继中标响水中山、好收成

韦恩农化、江苏七洲绿色化工、侨昌农业集团等一批国内知名农化企业项目，在行业内树立了标杆工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公司工业互联网业务持续稳定增长，进一步提升了其在公司营收中的占比，成为公司智慧工业产业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转型的

最佳注脚。报告期内，公司累计签订销售合同额在同行业中保持领先，其中公司成功击败竞争对手获取启迪桑德集团 1 个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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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10 个分厂的工业互联网私有云项目，排名垃圾焚烧行业前十的集团信息化业绩已经占据 5 席；同时，在三峰环境集团续

签了 16 个项目，目前该集团工业互联网集中运营管控系统平台已经成功上线，具有极好的示范效应！重化工领域，公司与

东方希望集团深入合作，继 2017 年签约东方希望重庆水泥和晋中铝业工业互联网 MES 应用系统并成功上线，2018 年 8 月

又签约东方希望集团总部及十余个重化工行业工业互联网智能生产管控系统，涉及的业务覆盖了水泥、氧化铝、电解铝、碳

素、煤化工、电力、氯碱化工、多晶硅等多个流程行业，对重化工市场的开拓具有重大示范意义！据此，报告期内，公司工

业互联网平台入选国家工信部工业互联网平台解决方案试点示范。 

报告期内，智慧能源产业逐步开始落地实施。其中，公司在江苏徐州投资建设了能源互联网智慧应用示范项目，该项目

作为泛在电力物联网的典型应用案例，基于当地一家生物质发电厂和周边的工业园区内众多用电企业，实时监控这些用电企

业的生产状态和机器负载情况，通过用电信息的采集，收集、感知这些数据，再通过大数据分析、计算和预测，最终实现有

计划的调配生物质电厂的发电功率，做到电力需求和供给实时匹配，避免不必要的电力资源浪费，真正实现了状态全面感知，

信息高效处理、应用便捷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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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自动化 435,621,327.20 247,432,913.84 43.20% 0.02% 3.14% -1.72% 

工业互联网 171,313,837.00 96,520,016.84 43.66% 10.95% 2.22%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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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 2018 年 6 月发布《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对企业财务

报表格式进行相应调整，适用于 2018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归并至“应收票据及

应收账款”；将原“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及“其他应收款”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将原“固定资产”及“固定资产清理”

行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将原“工程物资”及“在建工程”行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归

并至“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将原“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及“其他应付款”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款”；将原“长期应付款”

及“专项应付款”行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利润表中“管理费用”项目分拆“管理费用”和“研发费用”明细项目列报；利润表

中“财务费用”项目下增加“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列报；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

益”项目。 

上述会计政策的变更，对可比期间的财务报表的项目与金额产生影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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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程序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及其

对本公司的影响说明 

项目名称 对 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

度相关财务报表项目的影响金额 

影响金额增加+/减少- 

财会（2018）15 号 按照《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

式的通知》的相关规定（财会

（2018）15 号）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525,336,455.47 

  应收票据 -67,353,505.78 

  应收账款 -457,982,949.69 

  在建工程  — 

工程物资  —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00,482,309.55 

  应付票据 -5,719,466.99 

  应付账款 -194,762,842.56 

  管理费用 -63,002,072.64 

  研发费用 63,002,072.64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上述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 2018 年末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和净资产以及 2018

年度净利润未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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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机清洁能源沛县有限公司系公司于 2018 年 2 月收购企业，南京拓耘达智慧科技有限公司系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新设立的

全资子公司，于报告期内均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国耀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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