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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成都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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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无   

声明 

无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无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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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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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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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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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信息 股票代码 300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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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邦明 吴琳琳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 9 号 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 9 号 

传真 028-85229357 028-85229357 

电话 028-85221773 028-85135151 

电子信箱 dsh@casit.com.cn dsh@casit.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是以智能识别及分析技术为核心，为客户提供信息化解决方案（包括软件及硬件）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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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服务，目前主要应用在现场会议领域、烟草领域、印钞检测领域、石油领域、政府及其他领域。 

公司前身为中国科学院成都计算机应用研究所，其在基础理论，尤其是数学算法领域有着丰厚的研究

成果。在承继成都计算所优秀研究人员和先进成果基础上，并经过多年的研发、业务实践应用积累，公司

在高速机器视觉、数据智能分析等技术上拥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是国内领先的行业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

智能化工程和相关产品与技术服务提供商。 

机器视觉技术主要用于代替人眼检测或识别，即外观特征辨识与理解，涵盖人脸识别和物体识别领域；

智能分析技术主要研究模仿人类逻辑思考和识别的模式，完成自动推理、结论推断、结果解释、及目标辨

识等，常以模型或算法体现。对于不同类型的智能分析问题，需要相对应的算法来解决，因而寻找更有效

的算法是智能分析技术最核心的技术切入点。公司拥有的优势技术还包括高速图像实时处理、图像建模及

算法、光机电一体化、机器学习、大数据、虚拟现实、软件平台及物联网技术等，在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

的融合，大力推进工业大数据应用，智慧城市特别是智慧政务及大数据应用方面取得了新的成效。 

公司以“服务国家重大需求、助力行业产业升级”为使命，30多年坚持深耕行业，运用丰富的“行业

专家+技术专家”优势，凭借“技术+服务”“软件+硬件”的业务特色，成为党和国家重大会议的选举设

备和服务提供商和国内数字会议一流品牌、烟草行业信息化建设的重点技术依托单位和国家印钞行业重大

检测装备的研发、制造提供商、数字油田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公司被列为四川省“高新技术产业示

范科研单位”和“高新技术产业示范企业”，同时还是“中科院智慧城市产业联盟副理事长单位”、“中

科院人工智能产学研创新联盟理事单位”。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和服务主要包括： 

（一）应用于现场会议领域的数字会议系列产品与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 

数字会议系统产品，包括RFID/人脸识别报到系统、有线/无线电子表决系统、智能电子选举系统等会

议全流程各子系统；现场会议服务，包括携带相关硬件设备（如报到系统、表决系统、智能票箱、计票通

等）为客户提供包括表决、报到、选举等在内的现场会议服务。 

解决方案包括应用于现场会议的集中式大会选举、电子表决、基层/社区等分散式选举、基于人脸识

别和RFID技术的通道式签到系统解决方案。相关产品还包括通用表格识别系统、干部考评系统等。 

（二）应用于烟草领域覆盖农-工-商全产业链的信息化产品与整体解决方案 

公司为烟草行业提供包括农业、工业和商业全产业链信息化建设整体解决方案和烟草智能制造服务，

提供包括行业信息化规划、信息化基础平台建设、行业信息化深度应用、卷烟智能化生产、行业物流信息

化等众多技术、产品和服务。典型产品有烟叶种植专家分析系统、烟叶数字化仓储及物流综合平台、一体

化烟叶收购系统、卷烟厂卷接包车间生产数据采集及智能诊断分析系统、卷烟辅料生命周期跟踪及管理系

统、烟草工业大数据平台、烟箱缺条检测系统、卷烟研发信息管理系统、设备管理系统，以及烟草行业数

据中心平台、行业私有云平台规划与建设、信息化基础设施运维管理、烟草物流园区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

等等。 

（三）应用于印钞检测领域的全生产流程在线质量检测产品与整体解决方案 

公司在国内率先将高速机器视觉与智能分析技术应用于印钞质量在线检测。公司应用于印钞检测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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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品涵盖了从造纸、印刷、胶印到检封整个工艺流程，钞票大张质量检查机、印钞凹印在线检测系统、

纸机在线质量检测系统、分切质量在线检测系统、钞票清分机已在行业中广泛应用。公司印钞检测领域在

线质量检测产品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 

（四）应用于油气领域的油气田数字化生产管理产品与整体解决方案 

公司为油气领域客户提供油气田数字化生产管理整体解决方案，可实现电子巡井、自动采集、实时监

控、智能防御、高效管理、科学指挥等多种功能。公司提供的天然气管网集输及CNG/LNG站控领域的数字

化管理整体解决方案产品能够为天然气管网的日常生产、调度、维护、管理提供充分的技术支撑。 

天然气管网集输SCADA系统、CNG/LNG场站控制及生产调度管理系统、油气井台智能视频监控分析系统、

能源型企业三维管网综合管理平台、油气田大型地面工程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等产品为公司在油气领域的

优势产品。 

（五）应用于政府及其它领域的产品 

公司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和移动互联技术为依托，提供新型智慧城市关键技术、平台系统、运

维服务。在整合政务平台和数据基础上，公司基于大数据分析平台和机器学习平台实现了政务信息数据的

管理优化和应用创新。公司提供智慧政务服务平台整体解决方案、省级政务大数据共享及民生服务平台系

统、省级政法部门信息化资源共享平台系统、视频大数据智能检索分析系统等，为智慧人大、智慧政协、

智慧组工、智慧统计和智慧教育建设提供技术、产品和服务。 

除此之外，公司将智能识别与分析技术应用于医药、玻璃检测等领域，主要产品包括经食道超声模拟

教学及临床技能培训系统、超薄大型透明材料边部高精度检测平台、主动式多源融合室内精准定位平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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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290,694,326.03 244,081,189.12 19.10% 268,699,760.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536,330.87 38,761,009.22 9.74% 40,576,497.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991,792.18 34,152,256.14 -9.25% 32,820,073.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052,326.74 -20,974,759.17 -157.46% 7,486,046.8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980 0.5168 -3.64% 0.541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980 0.5168 -3.64% 0.54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24% 12.20% -1.96% 14.19%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689,087,643.31 454,026,764.27 51.77% 458,157,063.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24,838,968.64 334,127,637.77 57.08% 304,641,62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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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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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66,530.97 56,115,170.68 42,302,609.45 165,510,014.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01,847.48 13,349,862.86 -43,190.95 30,331,506.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93,888.05 8,347,240.40 -2,277,862.70 26,216,302.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170,781.61 7,103,292.66 -54,304,426.23 102,424,24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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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7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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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控

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3.51% 33,510,241 33,510,241   

成都宇中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6.45% 26,452,500 26,452,500   

四川埃德凯森

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58% 4,575,000 4,575,000   

深圳市恒合经

纬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71% 3,712,500 3,712,500   

全国社会保障

基金理事会转

持一户 

国有法人 2.50% 2,500,000 2,500,000   

国科瑞祺物联

网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0% 1,500,000 1,500,000   

上海联升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0% 1,399,759 1,399,759   

胜利油田科泰

石油技术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5% 1,350,000 1,350,000   

陈定一 境内自然人 0.53% 530,015 0   

黄歌 境内自然人 0.19% 185,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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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持有上海联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6.33%股权；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

公司及其子公司中国科技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国科瑞祺物联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1.76%和 5%股权。除上述关联关系外，上述股东无其他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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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司董事会、管理层和全体员工共同努力下，公司紧抓市场机遇，继续深耕传统行业并积极探索新

业务领域，不断加强研发投入，强化产品竞争力，加强重点行业市场拓展，推动公司经营业绩实现持续增

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9亿元，同比增长19%；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4254万元，同比增长

10%。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工作如下： 

    (一）圆满完成国家重大专项任务 

    报告期内，公司集中优质资源开展新一代电子选举系统和新型电子表决系统研制任务。2017年8月，

成功完成了人民大会堂新型电子表决系统的安装调试任务；10月，圆满完成了党的“十九大”选举服务任

务，来自全国的2300多名代表亲身体验了它“快速、稳定、高效”的强大功能与独特魅力，并再次验证了

该产品的准确性、稳定性和适用性，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与会代表的高度赞誉。这是该系统连续30多

年来为党和国家重大会议选举服务取得的又一次胜利，充分展示了“数字会议国家队”先进的技术、优质



中科院成都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6 

的服务与过硬的业务能力。 

   （二）结合国家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坚定公司发展战略，加快发展步伐 

    公司以“服务客户、成就员工、回报股东、贡献社会”为使命，集中专家团队、产-学-研平台、战略

合作伙伴等优质资源，将人工智能领域的计算机自动推理基础理论研究成果作为关键技术创新源泉，不断

强化在高速机器视觉、智能识别及分析技术领域的优势，综合运用高速机器视觉、机器学习、大数据、虚

拟现实、软件工程及物联网等关键技术，发挥公司多年来积累的丰富的信息化规划、软件开发与实施能力

和行业信息化建设经验特长，保持公司集成创新能力和独特的“综合优势”。聚焦主营业务，以市场为导

向，巩固和夯实在现场会议、烟草、印钞、石油领域的优势地位，扩大业务规模和区域市场。同时，做好

智慧政务、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城市重要领域的业务体系构建和产品应用推广，打造出新领域的核

心竞争力。 

   （三）以市场为导向，加大研发力度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和市场推广力度，发生研发费用1295万元，同比增长58 %。 公司

持续大力进行技术研发投入，面向行业应用需求，积极开发新产品系统，提升核心竞争力。第九代电子选

举系统在高速图像处理算法、智能分析等关键技术上有了新的突破，图像识别精度、智能分析能力、抗干

扰能力比前几代产品进一步增强；新型大席位表决系统采用双核心、双链路设计，具有超强的抗干扰能力，

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精确度最高的表决系统；专为县乡人大和社区两委换届选举设计的“计

票通”智能计票一体机在识别精度和选票适应能力方面比前代产品大幅提升，同时设备更为轻便、简单、

快速，已成功应用于港澳地区人大代表选举；面向智慧车间、智能制造研发的卷烟生产大数据分析平台、

卷烟厂装箱防差错系统成功应用并成为数字工厂人工智能创新应用示范；烟支嘴棒计数、滤嘴爆珠检测系

统的检测精度和速度远远超过竞争对手，已形成了系列化产品并开始推广应用；高速机器视觉技术在薄膜

检测、玻璃检测、印染质量检测、复杂环境动态人脸识别、废钞销毁检测等均取得一定的突破。报告期内

公司发布的新产品还包括面向智慧政务的民生大数据系统和统计大数据平台；面向智慧医疗的临床超声体

表教学系统、云超声管理平台；面向智能视频的视频摘要、人脸识别检测及人体关节检测技术等等。这些

面向公司主要业务领域及新业务的研发成果问世，为公司业务在智慧政务、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城

市领域的深入拓展创造了条件。 

   （四）以人为本，强化人才队伍建设 

    在人才队伍建设上，公司始终坚持优胜劣汰原则，在保持核心人才队伍稳定的同时，严格执行考核制

度，落实激励措施，并不断健全完善用人、留人机制。重视员工培训，以多形态的企业培训形式促进员工

成长，实现技术水平与业务管理水平的双提升。注重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报告期内有2人获得正高级、10

人获得副高级、25人获得中级技术职务任职资格，2人获得中国科学院2017年度西部之光人才引进培养计

划支持。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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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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化解决方案 176,099,367.99 121,129,396.43 31.22% -2.88% -12.52% 7.59% 

技术服务与开发 110,767,914.25 67,650,373.16 38.93% 88.14% 133.73% -11.91% 

其他 3,827,043.79 362,897.24 90.52% -1.72% -33.97%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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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根据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发布的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以下简称“准则

16号（2017）”）的规定，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进行了重新梳理。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

补助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支；企业应

当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表“其他收益”项目，反映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

本集团根据准则16号（2017），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进行了重新梳理。2017年1月1日之后区分

对与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等，由原计入营业外收入改为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借款费用。对与公司

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仍计入营业外收入。根据准则16号（2017）的规定，上述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 

本公司根据2017年12月25日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

30号），以及会计司发布的《关于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本公司财务报表中资产负债

表新增“持有待售资产”行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的非流动资产及划分为持有待售

类别的处置组中的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的期末账面价值，新增“持有待售负债”行项目，反映资产负债

表日处置组中与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的资产直接相关的负债的期末账面价值；利润表新增“资产处置收益”

行项目，反映企业出售划分为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金融工具、长期股权投资和投资性房地产除外）或

处置组时确认的处置利得或损失，以及处置未划分为持有待售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及无形资产等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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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处置利得或损失，债务重组中因处置非流动资产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产生的利得或损

失也包括在本项目内。对于利润表新增的“资产处置收益”行项目，本公司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

整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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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于2016年12月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中科金华，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经营范围：计算机信

息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软硬件产品销售。中科金华于2017年1月

正式开展经营活动，故本公司自2017年1月起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中科院成都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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