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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31                            证券简称：优博讯                            公告编号：2018-019 

深圳市优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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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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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发生变更，仍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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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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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博讯 股票代码 30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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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镇 王腾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南区粤兴三道 8 号中

国地质大学产学研基地中地大楼A701-710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南区粤兴三道 8 号中

国地质大学产学研基地中地大楼 A701-710 

传真 0755-86520430 0755-86520430 

电话 0755-22673923 0755-22673923 

电子信箱 liuzhen@urovo.com teng.wang@urovo.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行业智能移动应用软硬件一体化解决方案提供商，核心业务为提供以智能移动终端为载体的行业智能移动信息化

应用解决方案，协助物流快递、电子商务、零售、生产制造及金融等行业客户构建基于智能移动应用的实时信息采集、传输、

追溯及业务管理平台。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探索生物识别、计算机视觉和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及相关软硬件产品、解决

方案在新零售、智慧金融、智慧物流等行业场景的应用。 

公司的主导产品智能移动终端，是可集成多种功能的工业级便携式智能终端，根据行业客户需求可实现实时数据的采集、

传输、处理以及金融支付等功能，报告期内，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有多款智能终端设备面市。以智能终端设备为载体，公司

致力于在“物流快递信息管理”、“供应链信息管理”、“质量安全溯源管理”、“移动销售管理”、“电子政务管理” 、 

“固定资产管理”、“智能移动支付” 等核心功能领域提供行业智能移动信息化应用软件及整体解决方案。 

公司现有的主要终端产品和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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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终端产品系列 主要应用行业/领域 

智能移动 

数据终端 

手持式数据终端 

 

物流快递、电子商务、

生产制造、仓储运输、

行政执法、食品卫生等 

穿戴式数据终端 

 

智能移动 

支付终端 

智能移动 POS 终端 

 

金融支付、新零售、智

慧交通等 智能多媒体 POS终端 

 

二维码支付终端 

     

其他类智能终端 

超高频 RFID 终端 

 

新零售、智慧物流、智

能制造等 

便携式扫码终端 

         

便携式标签打印机 

 

智慧城市、智慧交通、

物流电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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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移动税控机 

 

便携式称重仪  

智慧物流等 
智能物流一体机 

 

智能 3D 测量仪 

 

业务 类别 功能概述 主要应用行业/领域 

行业智能移动信

息化应用解决方

案 

物流快递信息管理 

为物流快递、电商企业提供收派件管理、货件追踪、行程实

时监控、运单查询、客户回访等功能，以实现物流全程的“可
视化、智能化”管理 

物流快递、电子商务等

行业 

供应链信息管理 

为生产制造、零售等行业企业在采购、生产、库存、运输、

分销、配送等各个供应链环节提供订单管理、仓库管理、运

输管理、配送管理等功能，有效降低供应链成本和库存压力、

提高供应链管理效率 

生产制造、零售等行业 

质量安全溯源管理 

为食品、医药等行业企业在原材料供应、生产、仓储物流、

销售等业务环节实时对信息进行标识、采集及传递，可实时

跟踪溯源产品的生产状态、原材料来源及产品流向 

食品医药、生产制造等

行业 

移动销售管理 

为连锁企业提供订单管理、销售管理、会员管理、门店盘点、

销售人员管理等功能，并可实时与企业业务系统交互，实现

了企业对连锁门店、移动销售人员的实时信息化管理 

服装、快速消费品等连

锁销售行业 

电子政务管理 
为政府及公用事业管理单位提供电子取证、实时信息查询、

移动办公等功能，构建移动政务管理系统，提高管理效率 政府及公用事业管理 

固定资产管理 

为电力、金融等行业企业对固定资产从购置、领用、转移、

调拨、维修、盘点、清理到报废的全生命周期进行准确、高

效及实时管理 

电力、金融、能源等行

业 

智能移动支付 
基于智能移动支付终端为物流快递、电商企业及零售商户构

建“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三流合一的业务管理平台 
金融、物流快递、电子

商务、零售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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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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443,219,977.40 332,963,233.40 33.11% 272,597,411.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613,327.58 67,565,437.52 -28.05% 59,494,650.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8,847,809.64 57,038,777.92 -31.89% 46,513,269.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7,967,969.14 31,661,673.93 83.09% 46,909,705.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29 -41.38% 0.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0.29 -41.38% 0.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42% 18.01% -9.59% 25.19%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848,785,657.46 644,091,777.41 31.78% 364,995,58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96,864,918.84 560,259,665.31 6.53% 265,843,43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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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759,822.88 98,762,895.73 104,115,355.37 162,581,903.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094,882.54 12,559,832.55 13,030,364.42 7,928,248.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683,630.73 10,031,164.95 11,321,731.45 3,811,282.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94,519.36 -28,370,284.94 -2,344,181.42 89,776,95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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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16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上一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9,56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参见注 9）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上一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参

见注 9） 

0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报告期末持

股数量 

报告期内增减变

动情况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持有无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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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优博讯

科技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0.02% 140,049,000 100,035,000.00  140,049,000   质押 23,000,000 

深圳市中洲

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7.13% 19,950,000 14,250,000.00    19,950,000 质押 19,950,000 

深圳市博讯

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6.41% 17,955,000 12,825,000.00  17,955,000   质押 6,265,000 

亚晟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00% 13,999,900 9,895,900.00    13,999,900     

深圳市军屯

投资企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75% 10,500,000 7,500,000.00    10,500,000     

斯隆新产品

投资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2.57% 7,182,000 5,130,000.00    7,182,000     

吴东明 
境内自然

人 
0.32% 904,450 904,450.00    904,450     

郑道超 
境内自然

人 
0.20% 551,000 526,100.00    551,000     

刘丽菁 
境内自然

人 
0.17% 481,050 417,450.00    481,050     

唐正海 
境内自然

人 
0.17% 466,700 466,700.00    466,700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

因配售新股成为前 10 名

股东的情况（如有）（参

见注 4） 

不适用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深圳市中洲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19,9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950,000 

亚晟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3,999,900 人民币普通股 13,999,900 
深圳市军屯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10,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500,000 

斯隆新产品投资有限公

司 
7,182,000 人民币普通股 7,182,000 

吴东明 904,450 人民币普通股 904,450 
郑道超 551,000 人民币普通股 551,000 
刘丽菁 481,050 人民币普通股 481,050 
唐正海 466,700 人民币普通股 466,700 
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光大信托·聚金 9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3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80,000 

刘超 376,900 人民币普通股 376,900 
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

东之间，以及前 10 名无

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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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参见

注 5） 

1、公司股东吴东明，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904450 股，共持

有 904450 股； 
2、公司股东刘丽菁，通过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480550 股，通过

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500 股，共持有 481050 股； 
3、刘超，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376900 股，共持有 376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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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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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43,219,977.40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3.11%；实现营业利润59,176,351.28 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14.79%；实现净利润55,316,493.06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8.1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8,613,327.58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8.05%。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年度经营计划有序推进各项工作，进一步加大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新产品开发力度，在新零售、

公共交通等新兴行业领域的应用规模稳步增长，智能移动支付终端销售规模大幅增长，海外市场的拓展成效尤为显著，海外

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216.56%。由于报告期内智能终端产品毛利率较上年同期下降4.05%；同时，为持续推进和落实长远

发展目标，公司加大了新技术、新产品开发和国内外市场拓展的投入力度，报告期内管理费用增长62.67%、销售费用增长

23.14%，导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工作情况如下： 

（一）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聚焦行业内先进技术，进一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基于原有的智能移动应用软硬件核心技术，进一步深化了对RFID、生物识别、机器视觉、大数据及云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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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移动信息安全等行业智能应用新技术的研究，并着力于物流信息化和智能支付相关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公司以已有的

智能终端和应用软件产品为基础，围绕客户需求着力于产品的功能升级及架构优化，加大对产品的升级开发力度，持续优化

产品性能，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软硬件产品体系，部分智能移动终端产品实现降本技术方案突破，推出了性能更高、成本更

低的升级产品,新增2款智能移动支付终端通过银联安全认证；公司2017年研发的RFID智能终端，凭借其优秀的工业设计和性

能，获得了“2018德国iF设计奖”；公司的智能移动支付终端获得了中国连锁经营协会（CCFA）颁发的2017中国零售技术创

新大奖，随后获得第6届中国物流技术峰会颁发的LT年度最佳企业奖和LT创新产品奖。同时，公司加大在机器视觉和人工智

能等新技术方面的研发投入，新推出多款智慧物流装备和智能测量仪器，新建成无人驾驶/智能仓储机器人实验室；公司进

一步深化了对基于云+端结构的终端远程管理平台TMS（Terminal Management System）的技术研究和应用，加强了移动信息

管理的安全验证机制，掌握了云+端设备管控平台安全体系核心技术，进一步提升了金融、物流、行政执法、安防等领域物

联网应用的信息安全保障能力，该平台已被多家金融和物流行业客户使用。 

报告期内，公司高度重视研发和创新体系的建设，自主培养了较多业务和技术骨干，并适时引入了解下游行业客户应用

需求的技术人员，增强公司的研发力量，公司技术人员数较上年同期增长了30.88%。为确保研发团队的稳定性，公司在研发

项目管理、员工职业生涯规划及奖励激励方面实施了多项行之有效的措施。 

（二）深耕优势领域，积极拓展国内业务领域和国外渠道，保持主营业务快速增长 

报告期内，按照募投项目“营销服务网络项目”的建设计划，公司已在国内建成北京、上海、郑州、杭州、武汉、广州、

成都、济南、南京等办事处，并在长沙、合肥、内蒙古等地也建立了营销服务网点，为国内客户提供更为便捷、迅速的技术

支持和售后服务。公司继续巩固在物流快递、零售行业的优势，并积极向新零售、智慧交通、智能制造、行政执法等新兴领

域拓展，报告期内，公司打造了北京市路边占道停车收费项目、天津市智慧公交一卡通项目、深圳市出租车移动收费项目、

深圳市公安局仓储自动化系统项目等标杆案例，为进一步在新市场领域拓展打下基础。报告期内，公司参加了“2017美国零

售业联盟展”、“2017亚洲生鲜配送展”、“2017台北国际电脑展”、“2017亚洲零售博览会”、“2017国际物联网博览会”、

“2017上海国际商业年会”、“中东国际通讯及消费性电子信息展(GITEX 2017)”、“中国零售业博览会”、“2017法国智

能卡展”等国内外大型知名展会，公司的智能移动终端和行业智能移动应用解决方案产品广受好评，企业知名度和品牌美誉

度大有提升。“优博讯2017年渠道合作伙伴大会” 于2017年3月底在安徽黄山成功举办，公司与100多名合作伙伴代表一起

分享行业发展趋势和公司经营战略，并发布了新产品，国内渠道代理网络体系在报告期内得到进一步扩张。 

报告期内，公司着力在海外市场新产品研发、海外市场拓展和海外技术支持及维护方面增加投入，公司的智能移动终端

产品在海外市场的认可度显著提升，海外市场拓展的成效显著，主要销售市场集中在东南亚、欧洲、印度、俄罗斯，尤其是

欧洲市场对公司的智能移动数据终端有较高的认可度。 

2017年，公司与万达集团、思创医惠（股票代码：300078）、百胜软件（股票代码：832722）等国内外知名企业达成战

略合作，致力于在新零售、RFID应用等领域进一步寻求战略合作和新商业模式的探索。 

（三）完善组织架构，提升管理水平，建立优秀的企业文化 

报告期内，公司启动了管理提升计划，为关键部门、关键岗位培养和招募了新一批高素质专业人才，完善了中高层管理

团队和组织架构的建设。 

在内部管理方面，公司梳理和完善售后维修业务相关流程及会计核算方法，加强对售后维修领用材料的内部审批控制，

提高回收材料的周转和使用效率；建立健全维修物料季度全面监测、盘查和处置机制；加大对信息化管理系统的建设投入，

利用信息化管理的技术手段提升业务管理效能和规范性，也为会计核算提供更为精准、实时、可量化的依据。 

公司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引入了企业激励与考核机制，并于2018年正式开始实施。绩效考核体系有助于公司强化岗位责

任，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打造企业价值与员工行为方向一致的高凝聚力文化内核，最大化实现员工个人价值与企业价值的

认识、创造和分配。 

同时，公司继续严格推行培训计划，按计划完成“2017届校招生培养项目”、“新员工培训营”、“管理干部训练营”

等培训活动；邀请知名老师开展专题课程培训，有效地提升了员工职业技能与素养，加强了内部人才梯队建设与培养。报告

期内，公司先后组织多种形式的文体活动，进一步加强公司企业文化建设，增强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四）借助资本手段积极整合行业优质资源，发挥协同效应 

公司根据发展战略，围绕自身核心业务，以增强公司中长期战略竞争能力为目的，积极寻求外生性延展机会，提升公司

的规模和综合竞争力。 

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以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收购深圳市瑞柏泰电子

有限公司51%的股权。通过与瑞柏泰的深度合作，有助于提升公司为大型行业客户提供整体电子支付技术服务方案的能力，

从而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实力。 

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以自有资金收购上海芝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27.5%的股权。此次收购进一

步加深公司与上海芝柯在技术、产品和市场渠道上的深度合作，提升公司为国内外大型行业客户提供移动信息化整体解决方

案的能力。 

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天眼智通（香港）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中外合资公司深圳市天眼智通

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持有天眼智通40%的股权。公司通过与国际一流的人工智能技术团队合作，依托于公司在物流、零售、

金融等行业良好的客户基础和丰富的应用经验，拓展生物识别、计算机视觉和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及相关软硬件产品、

解决方案在新零售、智慧金融、智慧物流等场景的应用。 

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以自有资金收购中世顺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原股东的部分股权并对

其增资，本次投资完成后，公司持有中世顺20%的股权。本次交易的完成有利于提升公司在智能服务终端解决方案领域的技

术创新能力，拓宽公司在金融等领域的销售渠道，提高运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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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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移动数据终

端 
267,626,453.82 99,544,069.80 37.20% 21.83% 16.50% -1.70% 

智能移动支付终

端 
142,794,230.40 45,354,721.77 31.76% 52.71% 20.05% -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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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443,219,977.40 332,963,233.40 33.11% 
本年在新兴行业领域的应用规模稳步增长、智能移动

支付终端销售规模大幅增长、海外市场的拓展成效显

著所致 
营业成本 277,183,767.82 198,005,674.00 39.99% 本年销售规模增长、智能终端产品毛利率下降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

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总额 
48,613,327.58 67,565,437.52 -28.05% 

报告期内由于毛利率下降，同时由于销售规模扩大、

人员增多、研发投入增加导致公司销售费用、管理费

用增长明显，因此净利润下降幅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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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颁布了《关于印发修订的通知》（财会[2017]15号），自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公司于2017年

8月23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由于上

述会计准则的颁布或修订，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在编制2017年年度财

务报告按上述会计准则的颁布或修订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对报表影响如下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将利润表“营业外收入”项目中与日常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

调整至“其他收益”项目，将财政直接拨付给公司的贷款贴息

冲减财务费用。比较数据不予调整。 

增加其他收益本期金额 3,985,382.83 元，减少营业外收入本

期金额 3,985,382.83 元；减少财务费用本期金额 848,400 元，

减少营业外收入本期金额 848,4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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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28日，财政部颁布《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通

知》（财会〔2017〕13号），自2017年5月28日起施行。本公司根据该准则及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的通知》（财会〔2017〕30号）的规定，在利润表中新增了“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并对净利润按经营持续性进行分类列报。

本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的相关规定，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对比较期间财务报

表的影响如下表： 

会计科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外收入 911,777.57 865,552.66 
  

营业外支出 
  

101,633.79 22,044.76 

资产处置收益 - 46,224.91 0 -79,58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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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控股子公司1家，报告期期合并范围的变化不影响上年数据口径： 

目标公司 交易类别 持股比例 审议程序 

深圳市瑞柏泰电子有限公司 股权收购 51.00% 
2017年3月13日召开的董事会第二届第十次会议、

2017年3月29日召开的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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