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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佳讯飞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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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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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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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司总股本 594,926,386 股扣除库存股

5,000,057 股为基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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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股。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佳讯飞鸿 股票代码 30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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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翊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锦带路 88 号院 1 号楼  

传真 010-62492088  

电话 010-62460088  

电子信箱 zqb@jiaxun.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业务概况 

1.1 公司主要业务及产品 

公司自1995年成立以来，积极参与国民经济建设，持续推动创新技术在行业的应用。随着科技的不断

进步，技术的不断革新，信息技术与传统制造业不断加深交叉融合，“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业态、

新模式不断涌现。公司紧抓行业发展机遇，以工业物联网为基础，聚焦“大、智、移、云、物”，持续创

新发展，逐步完善产业链的感知、传输、决策、分析层的产业布局和资源整合，将综合创新能力赋能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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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成熟的“智慧指挥调度全产业链”，从而帮助行业客户实现智慧化运营、智慧化运维、智慧化管理，持

续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 

公司面向行业客户打造行业应用平台和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已初步实现从指挥调度产品提供商向“智

慧指挥调度全产业链”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的转型，形成了具有智能感知、智能传输、智慧决策、智慧分

析能力的指挥调度系统、应急通信系统、综合视频监控系统、综合安全防灾系统、智能现场作业管理系统、

道岔缺口监测系统、智能监管系统、通信安全监测系统及智能工厂解决方案等九大系列产品及解决方案，

助力行业客户实现智慧化运营管理。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公司的系列产品和解决方案已广泛应用在铁路、轨道交通、海关、国防、能源、

民航等众多行业，遍及全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公司凭借自身产品与技术优势赢得了国内外行业用户的高

度认可，在各个市场领域均实现了稳定增长。 

1.2 支撑发展战略的主要业务的行业情况 

（1）交通领域：稳步增长，谋求新机遇 

2018年，交通领域处于基础设施投资稳步发展及信息化水平逐步提高的黄金时期，铁路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8,028亿元，民航完成投资810亿元，对于经济稳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2019 年，交通领域仍将保持总

体平稳、稳中有进的投资趋势，将为公司未来业绩的持续、稳定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2018年，铁路总体投资稳中有升，铁路新开工项目26个，投产新线4,683公里，其中高铁4,100公里。

截至2018年末，全国铁路运营里程达到13.1万公里以上，其中高铁2.9万公里以上。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2019年计划完成铁路投资8,000亿元。中国铁路总公司提出2019年铁路工作的主要目标是：全国铁路

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强度规模，优质高效完成国家下达的任务目标，确保投产新线6,800公里，其中高铁3,200

公里；持续深化高铁智能建造、智能装备、智能运营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总公司主数据中心灾备系

统建设，加强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推进人工智能技术与铁路业务深度融合，深化专业领域大数据应用，

提升铁路智能化水平。根据《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到2025年我国铁路网规模将达到17.5万公里左右。《铁

路“十三五”发展规划》提出，要加强铁路信息化智能化建设，提升安全监控自动化水平，推进信息综合集

成应用，积极推动北斗卫星导航、地理信息和大数据分析技术在防灾预警、应急救援等方面应用，加快完

善铁路行业云数据中心和灾备中心建设。中国铁路总公司2018年制定并出台了《安全生产三年计划》，全

面提升铁路安全管理水平。计划目标要求，到2020年，铁路运输安全基础保障能力要求达到强基达标、提

质增效，要建立起科学完备的管理、技术标准体系；安全预防控制体系进一步健全完善，人防、物防、技

防“三位一体”安全保障体系全面建成。无论是铁路投资多年保持稳定增长，还是中国铁路总公司进一步深

化体制改革对提质增效、专业融合的要求，均将推动公司新技术、新产品在铁路领域的应用广度和深度，

为公司业绩的稳步增长提供了坚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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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5周年，“一带一路”倡议逐步从理念转化为行动，在顶层设计、

重大项目、规划对接、互联互通等方面成果丰硕。铁路方面，建成了蒙内铁路、亚吉铁路等境外铁路，推

动实现了中老、中泰等跨境铁路开工建设，启动了中尼铁路前期工作。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推进，

沿线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各国间的合作意愿不断增强，在此政策背景下，将进一步促进全球高铁

需求的持续快速释放。中国高铁装备、技术“走出去”的步伐也将继续加快，铁路输出将迎来跨越式发展，

为公司拓展海外业务带来了更多的市场机遇。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市场近年来发展较快，2018年，国家发改委共批复8个城市轨道交通重大项目，包

含苏州、杭州、济南、上海、重庆、沈阳、武汉等，项目里程达到1,072.91公里，投资总金额达到8,437.12

亿元。截止2018年年底，运营线路规模达5,767公里左右。预计到2020年，我国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将达到7,700

公里。城市轨道交通将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占据重要地位，保持高速发展势头。2018年末至2019年1月近一

个月内，发改委批复城轨建设投资约为10,158亿元。《“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也明确

提出推进轨道交通装备产业智能化、标准化、平台化发展，研制先进可靠的系列产品，构建现代轨道交通

装备产业创新体系，打造覆盖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的全产业链布局。公

司凭借其对国内轨道交通领域的深刻理解、对传统业务以及未来业务的无缝扩展、灵活多样的组网方式以

及快速服务响应等优势，先后参与了北京、上海、武汉、天津、南京、广州等国内重要轨道交通项目。伴

随着城市轨道交通规模的增加，发展速度的加快，将释放更大的市场空间，促进公司在该业务领域的持续

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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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们选择飞机作为出行的首选交通

工具，使得航空运输业得到了迅猛发展。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披露全球航空运输业市场数据，指出中国市场

2018年增长强劲，预计在六到七年后，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民航市场。2019年1月，发改委连续批复多项

机场建设项目，投资总额达1,039亿元。《民航科技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将着力提升信息化

水平作为主要任务之一，推进民航公共云服务、新一代空管基础设施、智慧机场、民航互联网+行动计划、

网络安全等方面的工程建设，为民航持续安全、科学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信息支撑。公司在2017年突破民航

市场，未来将继续在民航领域不断拓展，为民航市场提供安全、便捷、高效的解决方案和产品，助力公司

业务发展。 

（2）国防领域：军民融合持续推进，深度发展 

自十八大以来，军民融合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十三五”科技军民融合发展专项规划》中提出，

到2020年，基本形成军民科技协同创新体系，推动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科技深度融合发展

格局。2018年10月，十九届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军民融合发展法制建设的意见》，

强调“推动科技协同创新，加快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会议指出“营造公平环境，推行竞争性采购，

引导国有军工企业有序开放，提高民口民营企业参与竞争的比例”；2018年12月，国防科工局和装备发展

部联合印发《2018年新版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目录》，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军品竞争，推动民营企业创新

创造活力，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军民融合政策进入落地实施实质阶段。公司将紧跟“军民融合”国家

战略的指引，充分发挥在国防领域的在位优势，在基于“大、智、移、云、物”的新ICT技术框架下，推

进“智慧指挥调度全产业链”的持续优化和创新应用，从而为军队客户提供更加智能化、定制化、高效、

安全的解决方案，为智慧国防的建设持续贡献力量。 

公司作为国防领域指挥调度系统的高科技企业，多年来为军队信息化建设提供定制研发与服务，积累

了丰富的行业经验和技术优势，具有较强的客户粘性。随着军民融合政策深度推进，将进一步促进公司的

竞争和创新活力充分释放，扩大公司产品和解决方案在国防领域的应用空间，长期看，公司将获得更多的

市场机会和更快速的业务发展。 



北京佳讯飞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3）政府领域：智慧海关稳步前行、数字中国未来可期 

2018年海关总署全力推进“科技兴关”战略，创新科技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科技资源统筹，着力提高

海关科技治理能力、创新能力和供给能力，助力“智慧海关”建设。智慧海关的建设目标主要包括：实现

全国海关通关一体化；建设“互联网+海关”；打造国际先进的大数据应用平台；采用先进“大平台+微应

用”技术架构，建设海关新一代智能应用云平台。随着“智慧海关”、新一代通关系统的建设推进，全国海

关的信息化建设需求将进一步加大，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应用将越来越普及，将进一

步加深公司在海关领域的参与深度与广度。 

《“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提出，到2020年，“数字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信息化能力跻身

国际前列，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实现系统性突破，信息基础设施达到全球领先水平，信息经济全面发展，信

息化发展环境日趋优化。“十三五”时期是信息化引领全面创新、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国家将进一步加大创新应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普及推广，进一步提升

政府信息化水平，深化强调数字政府建设应当将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应用进来，数字政府呈现集约化、

协同共享、政务大数据、精准管理和政府监管五大新趋势，同时出现移动电子政务、人工智能和物联网、

智慧城市、云计算以及大数据监督五大新技术应用领域。公司从“智慧指挥调度全产业链”前端采集、中

间输出和后端数据分析等多个环节，利用新ICT技术的智慧赋能，助力我国智慧城市建设。 

（4）能源及其他领域：能源互联网扎实落地、其他领域开拓前行 

近年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工业与信息化部等多个部委联合发布出台了多份政策、规定以及

指导意见，强调了能源互联网对推动我国能源革命的重要战略支撑作用，提升能源综合效率，推动能源市

场开放和产业升级，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国家“十三五”规划中指出，积极构建智慧能源系统，推进能源

与信息等领域新技术深度融合，统筹能源与通信、交通等基础设施网络建设，以互联网创新思维为依托，

以先进的技术为手段，深度推进能源化工与互联网融合发展。《“十三五”国家战略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提

出，发展能源生产大数据预测、调度与运维技术，建立能源生产运行的监测、管理和调度信息公共服务网

络，促进能源产业链上下游信息对接。能源互联网的加速推进，扎实落地，将促使公司进一步依托大数据、

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移动互联、边缘计算等技术，统一调度资源，为能源产业的建设、生产、管

理、服务、环境构建等提供有效的信息保障和充足的数据支持。 

随着《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等相关政策的逐步落地，国家加快推进建设网络强国、交通强国、

数字强国、智慧社会、智慧公安、智慧水务等，通过构建万物互联、融合创新、智能协同、安全可控的新

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体系，将进一步推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向各行业全面融合渗透，

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也为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带来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5）工业互联网：快速发展，前景广阔 

2018年，国内工业互联网行业快速发展，工业互联网政策持续发力，从顶层设计向下进一步细化，国

家及地方政策不断推出。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拓展“智能+”，为制

造业转型升级赋能，将进一步推动工业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工业互联网网络建设及推广指南》提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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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形成相对完善的工业互联网网络顶层设计，初步建立工业互联网标准体系，到2025年，基本建成统

一、综合、开放的工业互联网标准体系，涵盖工业互联网关键技术、产品、管理及应用需求。据中国工业

互联网产业联盟测算，2018年我国工业互联网直接产业规模约为6,726亿元，预计到2019年，产业规模将以

18%的年均增速高速增长，到2020年预计将达到万亿元规模。 

在公司传统的优势领域中，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移动通信等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

行业客户在获取信息的准确性与及时性上产生根本的变化，也随之引发了数据革命，信息来源的增加又引

发了决策支持系统和决策分析系统的变化，可以说，将工业互联网相关技术成功应用于传统行业领域，已

经为公司开启了全新的市场空间。 

公司凭借在新ICT领域的超前布局，依托多年来技术积累和快速响应行业客户需求的能力，积极打造

新的应用技术平台，拓展新的应用领域，以适应不断变化的行业需求和技术革新，实现多领域融合发展，

从而更好的满足客户需求，推动公司稳定、健康、快速发展，努力为股东创造更多价值。 

2、公司的行业地位 

公司成立20多年来，凭借自身产品与技术优势及品牌影响力，系列产品和综合解决方案赢得了国内外

行业用户的高度认可，在交通、国防、政府、能源等行业均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在交通领域，公司业务占据较大市场份额，与行业客户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公司承担了多

项国家重点项目，包括青藏铁路指挥调度和应急通信项目、全球首例基于4G通信重载组合列车集群调度项

目、世界运能最大煤运专线（大秦线）综合视频监控项目等。同时公司还跟随国家“一带一路”倡议走出海

外，承接了多项国际重大铁路项目，包括尼日利亚阿布贾城铁通信系统集成项目、埃及BPS项目、肯尼亚

蒙内铁路通信系统项目等。 

在国防领域，行业客户对产品的安全性、稳定性、可靠性要求极高，具有严格的准入机制。公司凭借

多年的行业积累、成熟的技术水平、优质的产品及服务，在客户中享有广泛赞誉。公司承担了“神舟系列、

天宫系列、嫦娥系列”载人航天飞行及交会对接通信保障、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国庆60周年

阅兵通信保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阅兵通信保障、 “长城二号”国家反恐智

慧系统项目等，公司的系统解决方案得到广泛应用，始终保持稳定的增长态势，为我国国防信息化建设持

续贡献力量。 

在政府及其他领域，公司综合运用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处理等技术，充分与行业客

户需求相结合，在海关领域多种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前列；在石油、电力、煤炭等行业，公司产品得到用

户广泛认可；公司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及智慧工厂解决方案已成功在交通、能源等领域进行了试点应用，效

果良好。 

公司在提高现有产品和解决方案竞争力的同时，不断创造新价值和新服务，持续满足并引导客户需求，

增强与行业客户的粘性，深化与行业客户的合作，全面提升了公司品牌影响力，打造了指挥调度领域的行

业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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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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1,216,452,868.19 1,172,623,821.66 3.74% 1,048,354,843.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0,105,818.77 116,210,791.97 11.96% 103,206,747.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7,047,695.66 95,570,011.84 22.47% 95,051,319.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65,285.02 -17,989,901.20 130.94% 72,308,988.7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 0.20 10.00% 0.2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 0.20 10.00% 0.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71% 6.58% 0.13% 10.07%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3,062,286,937.70 2,950,334,336.91 3.79% 2,325,829,592.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43,538,194.62 1,929,808,710.69 0.71% 1,613,860,0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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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010,962.66 240,008,584.42 150,427,800.79 578,005,520.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571,295.62 37,300,344.91 17,530,489.69 62,703,688.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281,032.84 37,062,443.01 15,736,412.24 55,967,807.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1,698,991.92 -105,334,962.46 -46,749,194.09 249,348,43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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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73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3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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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菁 境内自然人 10.93% 65,028,102 64,521,076 质押 48,730,000 

郑贵祥 境内自然人 8.18% 48,638,000 48,478,500 质押 34,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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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海丰润

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77% 40,300,000 0   

王翊 境内自然人 6.65% 39,542,000 39,406,500 质押 26,800,000 

林淑艺 境内自然人 5.00% 29,746,300 0   

刘文红 境内自然人 3.35% 19,945,500 19,945,500 质押 15,250,000 

韩江春 境内自然人 3.03% 18,023,837 17,878,500 质押 11,910,000 

王义平 境内自然人 1.69% 10,079,233 5,039,617   

王彤 境内自然人 1.35% 8,036,500 0   

安志鵾 境内自然人 1.02% 6,040,337 3,020,16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除林菁、郑贵祥 2 人因《一致行动协议》存在关联关系之外，未知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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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随着数字经济不断创新发展，数字技术在行业内的应用不断加速交叉融合，为所有产业带来进一步繁

荣机会，新ICT技术将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面对新的发展机遇，公司作为指挥调度领域的引领者，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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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新ICT技术，引领了行业技术发展的方向。董事会和管理层认为大机会时代，要有战略耐性，只有技

术不断突破，才会带来更多的生存支点。无论宏观经济环境存在怎样的变化，公司始终用自己技术领先的

确定性，来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基于此董事会将2018年作为“蓄力深耕”之年。 

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公司开拓技术创新思路，加强“大、智、移、云、物”等技术的融合与创新，积

极探索AI与行业应用的结合，完善工业互联网生态体系布局，增强了现有系统和解决方案的竞争力。同时

公司全力推进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的市场推广和应用，持续满足以及引导客户需求，创造全新的发展

机遇，为行业客户和自身发展带来双赢的价值，在实现公司业绩稳定增长的同时，为公司未来发展积蓄力

量。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1,645.29万元，同比增长3.74%；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3,010.58万元，同比增长11.96%。报告期末，公司在手订单金额约为7.3亿元。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开展了

以下工作： 

1、深耕研发，布局技术前沿，做行业技术领航员 

报告期内，公司依托智能研究院、公司研发团队及外部科研机构共同打造了“三位一体”的研发机制，

及时跟踪前沿技术动态，准确把握技术发展方向，强化产品预研能力，深入布局大数据及AI技术研发，持

续推进工业互联网化，逐步形成以“大、智、移、云、物”的新ICT技术为框架的解决方案，加强新ICT技

术与垂直行业的融合，不断提升公司“智慧指挥调度全产业链”综合解决方案的技术领先优势。公司在前

沿技术预研及新技术、新产品的行业应用上加大投入力度，已初见成效。 

云计算方面，公司推出了“飞鸿云1.0”版本，向行业客户提供私有云解决方案，该版本顺利通过认

证测试，拿到了工信部中国信通院和云计算开源产业联盟颁发的私有云可信云的权威认证，并已在铁路行

业落地应用，飞鸿云“技术赋能”的意义进一步凸显。 

大数据方面，公司基于在行业内二十余年的数据积累，以及对行业用户需求的深度理解，通过数据挖

掘及数据分析，向行业用户提供数据服务，研发了TrainEyes铁路车辆图像智能识别预警系统、道岔缺口监

测数据分析系统及海关相关大数据系统等，加速推进行业用户进入大数据智能化时代。 

物联网方面，为了完善物联网技术的融合验证，公司研发了轨旁设备设施监测系统、FieldFocus现场

智能作业管理系统、升级了海关智能卡口系统、完善了高速列车空口监测系统，打造了基于飞鸿云的高可

靠、海量数据连接的物联网平台。 

AI行业应用方面，通过计算机视觉无损、非接触式检测，完成设备的图像数据采集，并应用人工智能

图像识别算法，分析存在的问题，保障铁路的安全运行。同时，公司研究LTE-R智能调度系统，围绕人机

交互和智能感知，研究探索语音识别、人脸识别、指纹识别等在指挥调度领域的应用。 

此外，公司中标北京市科委针对国家应急管理体制改革和中国首颗高通量卫星商用支持的应用创新项

目——《基于自主可控的卫星与通信技术城市应急协同指挥系统》，标志着公司在基于自主可控的应急通

信方面的技术研发能力获得了充分认可，强化了公司在应急通信领域的技术优势，提升了公司在应急通信

领域的技术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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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中国信通院、华为、中国移动、北京邮电大学等知名机构和企业共同成为“网络5.0产业和技

术创新联盟”第一批理事单位。通过参与网络5.0产业和技术创新联盟的建设，跟踪并推动网络技术的演

进变革，有利于公司在工业生产、行业应用、学术研究、标准推动等方面与合作伙伴加强合作，为公司将

新技术转化成产品奠定了基础。 

公司在“RT FORUM 2018”智慧轨道交通大会上，展示了基于“大、智、移、云、物”技术框架，自

主研发的FieldFocus现场智能作业管理系统、TrainEyes车辆图像智能识别预警系统、“飞鸿云”云计算平

台和智能融合调度解决方案；参与首届“重载铁路新技术新装备展览会”并围绕公司智慧云平台、智能调

度、智能安防、智能运维四大主题展示了系列产品和解决方案，帮助客户突破传统边界，加速数字化转型；

公司携手德国战略合作伙伴Oberhausener Nachrichtentechnik GmbH共同亮相德国柏林国际轨道交通技术展

览会，通过在海外参与国际性行业展会、学术交流会，感知技术发展方向，以自身产品升级和技术进步，

深入推动国内外的技术融合和应用落地。 

2、深耕市场，实现技术落地，推进行业技术升级 

公司加强新ICT技术与垂直行业的融合与创新，进一步完善智慧指挥调度产业链的感知、传输、决策

和分析层的产业布局和资源整合，加大了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的市场推广和应用，推进行业技术升级。 

报告期内，公司承担了兰州铁路局营业线安全管控信息系统平台建设，通过整合传感器技术、视频图

像分析技术、移动通信技术、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等技术，向客户提供了最优化的智能运维解决方案，

实现了私有云平台的正式商用。子公司济南天龙接触网电连接线夹状态在线监测系统，顺利通过CRCC认证，

填补了CRCC认证中心此项认证的空白；新一代智能调度平台在交通行业实现规模突破。 

公司紧跟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成功签约埃及BPS铁路通信

项目，提供了完全符合欧洲标准的数字调度通信解决方案，为公司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奠定了基础。公司

作为通信信息系统服务商，参与非洲首条使用中国标准的铁路——阿卡铁路项目、西非第一条城市轨道

——阿布贾城轨项目、肯尼亚独立以来的最大铁路项目——蒙内铁路项目，助力海外铁路建设，逐步提升

公司品牌的国际影响力。 

公司圆满完成嫦娥四号月球探测器发射相关保障工作，充分验证了公司产品的高可靠性、高稳定性和

高安全性，成功地展示了公司在“智慧指挥调度全产业链”战略目标下取得的丰硕成果。公司携十余类产

品及解决方案亮相2018年第四届中国军民融合技术装备展览会，构建了“智能指挥控制”、“自主•可控”

和“智慧营区”三大展区，受到行业内客户的特别关注，助力公司国防业务快速发展。 

公司积极参与海关信息化建设，助力推进“智慧海关”进程，公司全资子公司航通智能中标鄂尔多斯

综合保税区信息化平台建设项目，并一次性通过了海关总署及国家八部委组成的联合验收组的正式验收；

航通智能的跨境电商信息化业务已在昆明、兰州等地落地。航通智能凭借其在特殊监管区域信息化建设方

面的优势，进一步推动内陆地区特殊监管区域的跨境电商业务；此外，航通智能先后完成了合肥空港保税

物流中心、丽江航空口岸国际货场、广州航空邮件处理中心、广州综保区等信息化项目建设并成功验收，

进一步夯实了公司在海关领域的市场占有率，提升了行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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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深耕合作，通过股权合作，深化产业布局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内生+外延”的发展思路，收购六捷科技剩余14.868%股权，进一步深化公司“智

慧指挥调度全产业链”的战略布局，促进双方在市场资源、技术研发、管理人才、产品使用与创新、业务

拓展等方面的共享和协同，完善公司的产业布局。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引入国资背景股东——中海丰润，优化了公司的股权结构，提升了公司的法人治

理能力，借助中海丰润等股东的资源优势，有利于推动公司将智慧指挥调度相关业务拓展至更多的行业市

场，更好地为政府等领域客户服务，促进公司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不断夯实公司的行业地位和行业影响

力。报告期内，公司与腾飞资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发起设立“城市大脑创新合伙人基金”，充分发挥双

方在军民融合、智慧城市等具有产业协同效应的重点领域的资金与专业优势，扩大和完善公司的产业布局，

提升公司未来竞争力。 

4、深耕管理，打造赋能型组织，提升管理效能 

报告期内，在公司内部树立奋斗者文化，为奋斗者提供实现自身价值的平台，鼓励内部创新创业，并

建立与之配套的激励机制，提高团队的活力和创新能力，打造赋能型组织。 

公司结合不同层级员工在管理技能、专业水平方面的不同需求，通过开展“集团梯队培养训练营、新

员工入职训练营、研发骨干敏捷软件开发培训、各部门内训”等，发现并培养优秀人才，激发员工自主学

习、自主提高的积极性，提高公司员工的整体素质与工作能力。 

公司加强内控制度建设和完善工作，重新梳理内控风险点，完善风险管理手册，强化风险防控意识，

提升内控管理水平，保证了内控体系的持续有效运行；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给智能研究院和六捷科技，

共同完成新项目的研发及产业化，充分展示了公司集团化管理下的资源调配、资源整合、协同合作的能力，

提升公司整体管理效能，为公司稳定经营和稳健发展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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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挥调度类 769,594,121.19 284,130,077.52 36.92% 2.60% 10.31% 2.58% 

智能应用类 255,468,798.75 80,973,827.58 31.70% 1.11% 0.46% -0.20% 

行业物联网应用

类 
131,830,562.39 50,655,119.21 38.42% 11.97% 4.07%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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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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规

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2018年度财务报表，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 

相关列报调整影响如下： 

2017年12月31日受影响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应收票据 16,554,639.13 -16,554,639.13 — 

应收账款 849,620,412.41 -849,620,412.41 —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 866,175,051.54 866,175,051.54 

应收利息 — 0.00 — 

应收股利 — 0.00 — 

其他应收款 84,622,726.53 0.00 84,622,726.53 

应付票据 81,711,676.93 -81,711,676.93 — 

应付账款 299,370,530.87 -299,370,530.87 —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 381,082,207.80 381,082,207.80 

应付利息 — 0.00 — 

应收股利 — 0.00 — 

其他应付款 66,483,874.83 0.00 66,483,874.83 

2017年度受影响的利润表项目： 

项目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管理费用 156,903,921.99 -74,333,001.92 82,570,920.07 

研发费用 — 74,333,001.92 74,333,0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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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佳讯飞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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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25日出资设立北京飞鸿云安技术有限公司，认缴出资204万元，持股比例

51.00%。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已缴纳出资款104.00万。 

 

 

 

 

北京佳讯飞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菁 

2019 年 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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