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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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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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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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6,745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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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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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云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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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448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翩

彭燕君

办公地址

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番禺大道北 555 号天 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番禺大道北 555 号天
安总部中心 2 号楼 2201
安总部中心 2 号楼 2201

传真

020-34831415

020-34831415

电话

020-34831515

020-34831515

电子信箱

zqb@haoyuntech.com

zqb@haoyuntech.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除原有的金融安防系统集成和金融安防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业务外，还新增了平安
城市运营服务和司法安防两个领域的业务。其中，金融安防收入43,124.09万元，平安城市运营服务和司法安防作为报告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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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项新增主营业务，分别为公司创造了555.74万元和2,211.09万元的收入。作为国内金融安防行业领先企业之一，公司业绩
在2016年继续保持稳步增长。
金融安防系统集成主要为银行客户提供营业网点视音频系统、出入口控制系统、自助银行智能安防系统、智慧银行安全
综合管理平台等系统的项目集成服务和运维服务。
金融安防设备主要包括智能视频设备、出入口控制设备、智能语音设备和安防辅助器材。
平安城市运营服务主要包括为客户提供智慧城市安全综合管理平台、城市监控系统、智能终端等。
司法安防业务主要包括为客户提供视音频监控系统、出入口控制系统、监仓对讲系统、智慧监狱综合管理平台、监狱人
员实时定位管理系统、监狱狱政管理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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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544,953,859.79

465,691,390.41

17.02%

386,269,441.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7,160,102.19

65,883,942.02

32.29%

57,054,537.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9,566,214.52

63,754,572.99

24.80%

54,940,240.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135,232.72

25,678,995.07

114.71%

33,431,679.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4

0.36

22.22%

0.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3

0.36

19.44%

0.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97%

14.44%

-0.47%

26.22%

营业收入

2016 年末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898,647,769.09

679,969,533.81

32.16%

373,324,281.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74,448,463.72

581,914,707.97

15.90%

243,092,46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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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861,101.25

51,637,791.86

184,300,392.65

227,154,574.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023,573.99

-22,601,595.94

51,505,610.07

73,279,662.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703,740.93

-23,757,001.28

47,356,898.64

71,670,058.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2,221,712.04

-27,489,681.53

-24,133,071.10

188,979,69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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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15,933
普通股股东总
数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
13,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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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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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茅庆江

境内自然人

38.99%

78,918,400

78,918,400 质押

雷洪文

境内自然人

6.07%

12,283,680

11,837,760

袁小康

境内自然人

4.56%

9,237,760

8,878,320

徐彪

境内自然人

4.56%

9,237,760

8,878,320

张忠民

境内自然人

4.06%

8,220,666

4,135,244 质押

6,040,000

茅屏萍

境内自然人

3.25%

6,576,533

6,576,533 质押

1,743,777

广州市常森投
境内非国有
资咨询有限责
法人
任公司

2.95%

5,978,666

5,978,666 质押

810,000

龙中胜

境内自然人

2.48%

5,016,533

4,932,400

广州市碧天投
境内非国有
资咨询有限公
法人
司

1.85%

3,736,667

3,736,667 质押

中融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中
境内非国有
融－瞰金 32 号
法人
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1.12%

2,274,490

13,078,331

459,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股东茅屏萍与股东茅庆江系姐弟关系，除此以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
动的说明
否属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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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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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金融安防行业的关键因素未发生重大变化，金融行业安防需求呈稳步增长的态势。随着金融安防设备高
清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发展，以及云计算、云存储技术的进一步应用，紧密结合金融安防行业的各类深度需求，通过新技
术与安保管理的碰撞，在金融安防行业涌现出许多新的安保管理需求，为金融安防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点。同时，面
对全球反恐、治安形势的严峻挑战，2016年1月，我国正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将社会公共安全管理提升
到更高的高度，也为安防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
报告期内，依照公司制定的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各项业务顺利开展。在管理层的统一部署下，凭借丰富的行业经验、
广泛的客户资源以及深厚的技术实力，公司充分利用资本市场提供的工具和手段，经过公司全体成员的不断努力，完成了公
司2016年各项经营指标。公司高度重视技术研发，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在云计算、大数据、深度学习等方面深入开展技术研
究和实践，提升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为54,495.3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7.02%；营业利润为9,265.5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3.9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8,716.0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2.29%，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行业保持较快的发展
态势，公司秉承稳健的经营作风，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满意为目标，通过加强内部管理，持续加大研发和营销力度；同时，
报告期内收购的润安科技业务发展良好以及全资子公司浩云物联中标渝北区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工程服务采购（智慧天网）项
目且在报告期内实现了部分收入，保证了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稳步增长。
报告期内销售费用为4,840.1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95%，主要是公司业务增长所致；管理费用为9,284.38万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48.61%，主要是科技研发费用、职工薪酬和员工股权激励摊销费用等增加所致；财务费用为-21.10万元，较上年
同期减少119.82%，主要是利息支出减少所致。
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5,513.5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4.71%，主要由于报告期业务规模扩展，公司
加大催款力度，销售回款较去年增长，收到的政府补助较去年增长，收购的润安科技经营活动现金流合并所致；投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0,508.12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166.96%，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公司收购润安科技，购买新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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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子公司浩云物联在建各网点所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632.72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97.50%，主要原因是去年
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流入而本期未发生。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紧密围绕着公司的总体经营思路，贯彻执行董事会的战略部署，积极开展各项工作。报告期内，
公司总体经营情况如下：
产品和技术研发方面，2016年全年公司研发投入金额4,704.5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0.00%。公司在结合用户需求持续
对智慧银行安全综合管理平台、主动安防系统和自助银行智能安防系统进行功能升级的同时，紧跟全球技术热点，加强对大
数据、云计算和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方面进行研究，对各条产品线进行扩充和完善，持续提高产品的综合竞争
力。
业务发展及营销网络建设方面，2016年公司继续贯彻“继续巩固原客户、大力挖掘新客户”的销售策略，业务范围不断扩
大，华南区、华中区等大区的业务保持增长势头，西北区、华东区更是成绩显著，为公司业绩的稳步增长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在客户群体开拓方面，公司继续深挖邮政、农信/农商行等金融机构，并逐步加大了对地方性银行的开拓力度。为了更好地
服务客户，公司已在全国范围内成立了29个分公司，公司业务范围基本覆盖了全国。同时，随着公司首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营销及服务网络升级技术改造项目”的建设完工，公司在全国范围内的营销服务体系得到完善，营销服务网络实现了全面升
级，公司销售、服务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新业务拓展方面，报告期内，公司收购了润安科技51.00%的股权，分别与云宏信息和源鸿科技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
成立全资子公司浩云物联、西藏浩云，有助于公司在继续专注于金融安防领域的同时，凭借洞悉安防技术的更新发展和广大
客户的更高要求，向司法、边检、消防、智慧城市等行业拓展，实现公司多行业并行发展以及行业内部全方位的市场覆盖。
资本市场方面，公司积极利用上市公司的有利地位，借助资本市场提供的工具和手段进行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完成非
公开发行预案的论证，并通过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审议。2016年9月28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
员会审核通过。公司拟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3.50亿元，进一步增强公司的资本实力，逐步完善公司在业务和创新等
方面的布局，在视频图像信息大数据及深度智能分析、综合安保社会化运营平台及公共安全智能终端和监狱大数据信息综合
管理平台等技术创新上发力，抓住大数据产业快速发展的市场机遇，促进公司新战略全面实施。
人才体系建设方面，2016年公司为了更好地经营发展和业务拓展，引进了一批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同时，为了进一步完
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公司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增强公司管理团队和核心骨干对实现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责
任感、使命感，公司分别于2016年5月和11月实施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首期预留部分的股权激励，基本覆盖了优秀
管理人才和核心骨干。通过完善公司多层次人才体系和内部激励机制建设，最大限度地挖掘每一位员工的潜力，提高运作效
率。
组织建设方面，2016年公司严格按照《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制度规范运作，进一步优化公司管理体制，
持续完善治理结构，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加强内部风险控制建设，提高防范风险的意识并逐步落地防范机制。公司坚持扁平
化的组织管理模式，精简管理层次，引进先进的管理体系，提高科学管理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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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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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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防系统

436,710,077.58

236,839,072.95

45.77%

23.87%

20.06%

1.73%

安防设备

108,243,782.21

58,530,232.03

45.93%

-4.34%

-12.32%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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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当期数据

上期数据

增减比

收入

544,953,859.79

465,691,390.41

17.02%

成本

295,369,304.98

264,023,854.90

11.87%

93,034,422.72

65,883,942.02

41.21%

净利润

当期期末数据
存货

96,096,568.00

上期期末数据
74,946,482.51

增减比
2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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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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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新增深圳市润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重庆浩云公共安全物联网技术有限公司，西藏浩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广州浩
昀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广州市浩耘元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5家子公司，注销子公司广州市万欣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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