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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微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

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变更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 2016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信息披露负责人 胡朗 

电话 0769-22860068 

传真 0769-23367768 

电子邮箱 hl@microcloudsys.com 

办公地址 
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新科技园 10 号楼

副楼 1 楼 101 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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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6年（末） 2015年（末） 
2016 年（末）比 2015年（末）

增减（%） 

总资产 20,899,821.32 14,126,457.87 47.9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383,091.28 12,865,001.21 -3.75 

营业收入 19,568,095.86 14,561,304.04 34.3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1,909.93 2,996,041.70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645,899.07 2,996,041.70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23,174.76 818,939.92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2 77.49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35 -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35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股） 
1.03 1.07 - 

2.2 股本结构表 

单位：元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0 0.00 0 0 0.0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0 0.00 0 0 0.00 

董事、监事、高管 0 0.00 0 0 0.00 

核心员工 0 0.00 0 0 0.0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2,000,000 100.00 0 12,000,000 100.0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7,872,000 65.60 0 7,872,000 65.60 

董事、监事、高管 1,608,000 13.40 0 1,608,000 13.40 

核心员工 0 0.00 0 0 0.00 

     总股本 12,000,000 - 0 12,0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4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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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

例% 

期末持有限

售股份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李志勇 7,872,000 0 7,872,000 65.60 7,872,000 0 

2 刘煜华 1,224,000 0 1,224,000 10.20 1,224,000 0 

3 张玉龙 384,000 0 384,000 3.20 384,000 0 

4 

微云（深圳）资本

投资有限合伙（有

限合伙） 

2,520,000 0 2,520,000 21.00 2,520,000 0 

合计 12,000,000  12,000,000 100.00 12,000,000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

图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李志勇和胡朗，二人分别持有公司 65.60%，

胡朗通过（微云）深圳资本投资有限合伙（有限合伙）间接持有 21%

的股份，合计持有 86.6%的股份。李志勇与胡朗为夫妻关系。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商业模式 

本公司是处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的云计算虚拟化软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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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开发商和技术服务提供商。公司主要通过云计算虚拟化软件产品的

研发，整合第三方硬件的软硬一体化云计算系统开发，为教育、金融、

政府、企业、军队等行业客户提供整体服务方案。公司主要通过直销

或代理商转售，以参与客户招标的方式获得业务机会，已经建立起覆

盖华北、华南、华中、西南等地区的营销体系，并在多地建立了办事

处，为用户提供全面服务。公司收入来源包括了软件销售、硬件销售、

软件维保服务、服务器维护服务等。 

报告期内，公司商业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3.2 报告期内经营情况回顾 

公司 2016 年经营的总体目标：实现营业收入增幅超过 30%，打

开北京、上海的销售市场；同时完善公司现有产品，投入新的研发项

目。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增幅 34.38%，目前公司产品已被上海多所高

校使用，同时我们与北京装甲兵学院、北京昆仑银行成功签订合同，

已成功打开上海、北京的市场。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市场宣传，扩大销售，提高市场占有率；加

强内部管理，夯实自身基础。加强市场销售体系建设与销售队伍管理，

以老带新的方式加强销售人员培训，扩大了省内市场占用率，利用微

信等方式，加强技术交流，提高了工作效率，加快人员培训。继续投

入研发产品，扩大公司的竞争能力，未来增长打好基础。 

1、 公司财务状况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总额为 20,899,821.32 元，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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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增加 6,773,363.45 元，增长 47.95%，主要为应收账款、存货、其

他流动资产及固定资产增加所致。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挂牌公司净资产为 12,383,091.28

元，较年初减少-481,909.93 元，减少 3.75%，主要由于本年度净利润

下滑所致。 

2、 公司经营成果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19,568,095.86，较上年增长 5,006,791.82

元。营业利润实现-481,909.93 元，较上年减少 116.08%。营业收入增

加，营业利润下滑主要系加强市场开拓力度，加大研发投入导致的人

工成本上升所致。 

3、 现金流量情况 

（1）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额：-1,323,174.76 元，公司年

度净利润-481,909.93 元。两者之间差异为-841,264.83 元。主要系购

买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教育局智慧校园项目发出商品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年度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为-1,305,519.19 元，主要是当年公司扩大规模，购买一批

电子设备 1,305,519.19 元。 

3.3 竞争优势分析 

（1）技术及研发优势 

公司一直将研发和高质量的信息化服务作为公司的重点发展战

略，并倾注人力、财力提高自主研发能力。公司现已拥有 8 项软件著



广东微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报告摘要 

6 

作权，能够为用户提供完整的私有云解决方案并广泛适用于众多领

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云桌面服务器管理软件能满足客户对产品性

能、安全性、可靠性等方面的技术要求。公司创新使用分布式计算技

术、分布式网络、分布式存储、统一的虚拟化平台，实现无单点故障

的高可用性，公司的 VM2GO、VIW 等技术大大扩展了私有云技术的

应用范围，公司研发部门通过对目标客户群体的研究，不断提升产品

的技术含量和适用性。公司注重行业定制，针对不同行业私有云的特

点，开发适应行业的解决方案，并在一些细分市场上已经取得国际领

先的优势。公司注重研发和创新，目前公司研发技术包括计算机虚拟

化、分布式高可用/云存储系统、分布式计算和 GPUV 虚拟化，随着

公司其他虚拟化软件产品的逐步成熟，产品线逐步完善，将涵盖搭建

虚拟化 IT 基础架构的全平台虚拟化的所有基础软件。 

（2）人才优势 

人才队伍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积累、历练和培养的过程，软件企业

的核心是人力资源，无论产品的研发、设计、实施、还是后期升级维

护都离不开有效的团队组合。虚拟化软件产品和解决方案涉及操作系

统、集群服务器、存储、网络、安全等多个领域，公司的技术骨干都

至少熟悉 3 种以上的技术，属于精通跨领域技术的综合型人才。公司

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既有长期在业内顶尖企业任职的，也有深入研

究云计算领域软件研发项目的，还有从美国一流大学深造归国的优秀

人才，结构比例均衡。研发中心拥有包括研发总监、研发部经理、软

件工程师、技术支持等在内共计数十名研发人员，主要核心人员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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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国内数所高等院校，在专业领域资源与经验丰富，工作状况稳定，

人员流动率低。已经形成了虚拟化基础软件产品预研、开发、测试、

部署一系列默契高效的专业团队。服务实施团队的核心成员曾经为众

多客户提供并实施过完整、成熟的虚拟化解决方案。近年来，公司逐

步增加新人的招募，以老带新。在保持公司高效率服务专业性的同时，

增添活力，储备后备人才力量。公司的销售管理团队主要由曾任职于

外企的高级管理人才构成，工程师认证培训、销售达标返点、共同市

场活动等渠道政策与行业内国外厂商接轨，与国内厂商相比在大客户

销售项目上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3）业务布局优势 

公司积累了一定的市场基础，具有一定的客户认可度，在军队、

政务、税务、公安、高校实训云、普教智慧教育云等多个行业和领域

已经有成熟的、可以做标杆和示范的深度定制项目落地运行。公司构

建了较为完善的销售体系，注重在国内各大区域的商务活动，在全国

建立了以深圳、广州为中心的销售网络，营销中心下设华南区、上海

和北京区域销售部，并建立了完善的客户服务支持体系和强有力的技

术支持中心。公司服务的客户包括政府、教育等行业，已形成了日益

广泛稳定的客户基础，具有一定的行业影响力。 

3.4 持续经营评价 

本年度公司增加研发成本投入至 530.73 万元，同比增加 85.21%，

成功研发市场领先的显卡虚拟化技术等，扩大经营范围，成功开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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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市场，成为上海 14 家高校首选品牌。虽然本年度由于运营成本的

增加导致营业利润有所下降，但是整体经营和销售规模稳步增长，品

牌知名度大幅上升。公司也在积极开发和升级软件产品以致公司产品

更符合客户的多元化要求。 

报告期内公司日常运作正常，内部治理结构完善，不存在异常的

经营风险。公司资产状况良好，经营性现金流良好。公司核心人员稳

定，团队稳定。公司业务、产品和服务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各项流

程制度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公司经营计划能够有效执行，不存在影

响持续经营能力的不利风险。 

四、 涉及账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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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内部研发费用原来采取将研究阶段及开发阶段支出全部于

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2017 年 3 月 27 将上述政策变更为： 

内部研究开发项目开发阶段的支出，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确认为

无形资产： 

（1）完成该无形资产以使其能够使用或出售在技术上具有可行

性； 

（2）具有完成该无形资产并使用或出售的意图； 

（3）无形资产产生经济利益的方式，包括能够证明运用该无形

资产生产的产品存在市场或无形资产自身存在市场，无形资产将在内

部使用的，能够证明其有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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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足够的技术、财务资源和其他资源支持，以完成该无形

资产的开发，并有能力使用或出售该无形资产； 

（5）归属于该无形资产开发阶段的支出能够可靠地计量。 

公司划分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研究阶段支出和开发阶段支出的具

体标准：公司以体系架构设计、模块设计完成并经公司批准进行代码

开发和测试作为确认研究和开发阶段的划分标准，已资本化的开发阶

段的支出在资产负债表上列示为开发支出，自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之日转为无形资产。 

此项会计政策变更生效日期为 2017 年 3 月 27 日，由于 2016 年

并不存在符合开发阶段条件的研发项目，此项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本

年度会计报表产生影响。 

4.2 公司本年度需追溯重述的说明。 

报告期内，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华

审字[2017]005164 号《审计报告》中， 2015 年度收到 1,091,024.19 元

增值税返还,公司在现金流量表中将该现金流量计入“收到的其他与

经营活动相关的现金”科目,本年度将上述现金流量调整到“收到的

税费返还” 科目。本次调整对 2015 年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等科目不

产生影响。 

4.3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 2016 年年度财

务报表及附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大华审字（2017）第 005164 号标

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广东微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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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