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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32                           证券简称：今天国际                           公告编号：2020-009 

深圳市今天国际物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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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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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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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股本总数 275,034,744 股,扣除拟

回购注销 78 名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已授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1,859,328 股后的总股本 273,175,41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60 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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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国际 股票代码 300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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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永清 杨金平 

办公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笋岗东路宝安广场 A座 10 楼 深圳市罗湖区笋岗东路宝安广场 A 座 10 楼 

传真 0755-25161166 0755-25161166 

电话 0755-82684590 0755-82684590 

电子信箱 zhyq@nti56.com yjp@nti56.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的主要产品及服务 

公司是一家专业的智慧物流和智能制造系统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为生产制造、流通配送企业提供自动化生产线及物流

系统的规划设计、系统集成、软件开发、设备定制、电控系统开发、现场安装调试、客户培训和售后服务等一体化业务，使

客户实现产品生产、物料出入库、存储、搬运输送、分拣与拣选、配送等过程的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提高效率、降低

成本、提升管理水平，为企业实现智慧物流和智能制造打下坚实的基础。 

智慧物流和智能制造系统通常由自动化生产线、自动化仓库系统、自动化搬运与输送系统、自动化分拣与拣选系统及其

电气控制和信息管理系统等部分组成。自动化生产线主要是各类专机生产设备和生产管理系统；自动化仓库系统主要包括货

架、堆垛机以及密集存储的自动子母车等自动化存储设备；自动化搬运与输送系统主要包括各式输送机、无人搬运小车、轨

道穿梭车、机器人和其它自动搬运设备；自动化分拣与拣选系统主要包括各类自动化分拣设备、手持终端拣选和电子标签拣

选等。信息管理系统主要包括物流管理软件、仓库管理软件、仓库控制软件、智能分拣和拣选软件等。 

随着人力成本增加和土地资源缺乏以及企业信息化管理需求的上升，企业日益需要更为快捷、精准、有效的生产和物流

系统，高效快捷的生产和物流系统已经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自动化生产线和自动化物流系统可以减少人力及人员作

业强度、提高效率和良品率、节约仓库占地面积、减少物流配送过程中的破损，其信息管理系统实时监控生产和物流作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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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并与企业其他管理系统无缝对接，系统之间自动进行信息接收与传递，使企业实现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一体化，提升企

业信息化管理水平。同时，自动化物流系统还能提高企业仓储管理能力和物流输送效率，保证物流输送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进而提升企业的生产和配送效率。公司产品已应用于烟草、新能源、冷链、石化、日化、医药保健品、高铁、机场、航空军

工、电力、家具、连锁零售、电子以及食品饮料等众多行业，发展潜力和市场规模较大，应用前景广阔。 

二、报告期业务订单情况 

根据本行业的特性，公司业绩主要受项目订单取得和执行情况影响。 

                                                                                   单位：万元 

序号 应用行业 

2019 年 2019 年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新增订单/含税 完成订单/不含税 尚未确认收入订单 

1 新能源  50,400.26   26,412.46   58,574.17  

2 综超  -     -     36,273.58  

3 医药   17,636.57   -     18,177.96  

4 烟草   14,941.46   25,452.98   34,673.18  

5 石化   8,940.00   -     22,466.00  

6 其他  15,240.72   19,375.47   24,551.14  

合计  107,159.01   71,240.90   194,716.02  

 

三、行业发展前景 

伴随着我国土地成本以及劳动力成本的双攀升，特别是制造业转型升级不断深入，智慧物流系统越来越多地在企业得到

应用。近年来在政府大力推动下，企业对智能制造的探索热情高涨，而物流系统作为智能制造的核心部分，连接制造端和客

户端，因此项目需求不断涌现。此外，政府推动的现代流通产业发展与内贸流通体系建设也将引领产业的投资方向。在政策

促进与市场带动下，智能物流系统行业将保持较快增长。据有关机构分析，2020 年中国智能物流系统集成市场规模将接近

1400 亿元，年均复合增速在 20%以上。这无疑为智能物流系统集成及智能物流装备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会。 

公司作为国内较早从事智慧物流系统综合解决方案的企业之一，在智慧物流系统的规划设计、系统集成、软件开发、设

备定制、电控系统开发、现场安装调试、客户培训和售后服务等方面均具有丰富的经验，完成了一系列规模大、复杂程度高、

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智慧物流系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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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712,409,042.47 416,147,308.87 71.19% 569,617,745.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514,815.30 18,219,848.27 160.79% 93,204,793.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8,694,192.33 12,722,267.96 204.15% 81,116,980.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0,761,130.44 149,681,954.35 -26.00% -71,527.92 



深圳市今天国际物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07 142.86% 0.3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0.07 142.86% 0.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10% 2.36% 3.74% 12.36%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1,724,903,570.26 1,511,315,417.05 14.13% 1,300,873,384.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72,543,158.58 768,559,452.88 0.52% 784,093,32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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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341,620.77 147,683,333.69 37,950,311.93 197,433,776.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523,932.70 8,040,463.46 -20,231,670.97 21,182,090.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738,357.07 5,465,488.00 -21,153,157.33 17,643,504.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40,404.64 -136,965,040.50 77,060,796.14 174,005,77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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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82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9,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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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健伟 境内自然人 46.79% 128,692,352 96,519,264 质押 47,400,000 

邵健锋 境内自然人 6.23% 17,125,344 12,844,008 质押 8,800,000 

深圳市华锐丰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11% 8,562,672 0   

詹文杰 境内自然人 1.77% 4,856,405 0   

巨丰企业管理咨询（深圳）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3% 2,570,000 0 质押 810,000 

曲水新智丰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6% 2,080,831 0   

林民生 境内自然人 0.30% 826,76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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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茸碧 境内自然人 0.17% 467,600 0   

苟贤芬 境内自然人 0.17% 460,000 0   

朱立国 境内自然人 0.16% 45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邵健伟与邵健锋为兄弟关系；深圳市华锐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为邵健伟控制之企业。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

他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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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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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公司紧紧围绕年度计划目标，继续加大业务拓展力度，在智慧物流系统各个重点应用领域，如医药、石化等

行业业务拓展取得一定突破。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订单10.72亿元,同比下降14.69%；实现营业收入71,240.90万元，同比上升71.19%，实现营业利润

4,976.19万元，同比上升197.1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751.48万元，同比上升160.79% ；实现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72.25万元，同比增长212.23%。 

一、新增订单及在手订单业务情况 

1、2019年受烟草行业客户招标延迟影响，公司新增订单同比下降14.69%，但新能源订单仍保持持续增长，新增订单

50,400.26万元，同比增长49.00%。 

2、实现了医药、石化等行业以及海外订单的突破。 

报告期公司取得广州药业白云基地项目、中国石化集团中韩石化等非烟行业大项目订单，公司承接大项目订单竞争力进

一步提升，并获取日本SECI公司系列订单，实现海外新能源客户订单的重大突破。 

3、报告期新增售后运营维护订单14,855.80 万元，同比上年增长48.2%，同比2017年增长85.44%，订单持续较快增长。 

运营维护服务是指公司为客户提供年度维保、系统改造升级、更换物流设备零配件以及培训等服务，是公司为客户提供

的一项重要的后续增值服务，公司运营维护客户保持稳定，随着公司实施项目的积累，以及服务技术创新推行，业务不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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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增长。 

4、公司2019年新增订单10.72亿元，截至2019年底仍有未确认收入订单19.47亿元，对未来经营业绩持续稳健增长形成了

有力支撑。 

二、营业收入及利润情况 

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71,240.90万元，同比增长71.19%，主要是报告期确认的项目的数量及金额规模同比大幅增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收入的项目主要是烟草行业及新能源行业，合计占比72.8%，烟草行业收入25,452.98万，占比35.73%，

新能源行业26,412.46万，占比37.07%，其他行业占比27.20%，报告期内公司烟草行业、新能源行业及其他行业收入规模较

为均衡，烟草及新能源行业营收贡献继续保持稳定。  

售后运营维护实现收入9,550.96万元，占比13.41%，同比增长47.47%。售后运营维护业务逐年稳步增长，对公司营收及

利润的贡献也在加大。 

报告期实现营业利润 4,976.19万元，同比增长197.16%，归属股东的净利润 4,751.48 万元，同比160.79%。主要是

报告期内完成实施并确认收入的项目规模同比增幅较大。2019年公司高度重视项目的全过程管控，强化日常的督导和检

查，在确保项目质量的前提下，有效提升了项目的实施进度，报告期内完成实施项目数量及金额规模同比有较大幅度增

长。 

报告期综合毛利率有所下降，一是我公司近年来积极拓展在其他行业领域的业务规模，在业务拓展过程中为获取新

行业领域的订单，设定的产品毛利率较低。二是受市场行情影响，客户定价及预算相对偏低；三是公司在争取标杆性的

大型项目中，考虑到大型项目的规模优势和利润效应，且能为公司未来的发展提供行业影响力支持，设定的毛利率相对

较低。 

费用管控方面，公司以业绩目标为导向，注重执行效率的提升，合理控制运营管理费用，除公司继续加大产品及新

技术研发必要的投入外，其他运营费用控制较好。 

三、经营现金流及资金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实行稳健经营策略，主营业务回款、资金结存量均达预期指标，同时合理、有序安排了各类资

金支付需求，确保了公司资金链整体运行安全、稳健。注重资金的过程管理，实行严格的资金计划管控，确保净利润能

快速转化为经营性现金净流量。 

报告期末公司货币资金余额47,295.84万元，实现经营性现金净流入11,076.11万元，主要是公司持续强化和重视应收

账款回款管理及与供应商结算管理以及新增业务订单带来的现金流入增加所致。报告期末公司资产负债率55.21%，偿债

能力较强，资产负债结构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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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生产型物

流系统 
605,154,471.75 163,334,823.56 26.99% 73.01% 49.46% -4.25% 

运营维护（售

后服务） 
95,509,634.50 38,473,007.20 40.28% 47.47% 11.59% -1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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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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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营业收入71,240.90万元，营收成本50,610.20万元，较前一报告期分别增长71.19%、85.77%，主要系

报告期内完成的项目数量和规模同比大幅度增加，其构成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报告期内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4,751.48万元，较前一报告期增长160.79%，主要

系报告期内营业利润同比大幅度增加，其构成没有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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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0 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三次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

司会计政策的议案》：根据财政部于 2017 年发布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

则第 23 号— 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上述四项

准则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等文件规定，对公司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调整。公司自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起，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日执行新准则与现行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 2019 年

年初未分配利润或其他综合收益。 

2、2019 年 8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根据财政部

于 2019 年 4 月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公司按照此文件中的

相关要求编制 2019 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

部分科目列示产生影响，不会对当期和变更之前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影响。 

因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财务报告的影响程度和范围具体详见第十二节 五、“28、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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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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