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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74                            证券简称：华平股份                          公告编号：201904-42 

华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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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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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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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变更情况：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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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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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平股份 股票代码 30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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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枫（代） 黄巧连 

办公地址 上海市杨浦区国权北路 1688 弄 A6 座 上海市杨浦区国权北路 1688 弄 A6 座 

传真 021-55666998 021-55666998 

电话 021-65650210 021-65650210 

电子信箱 ir@avcon.com.cn ir@avco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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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 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经营模式、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1.1 主要业务 

公司以视音频通讯产品和图像智能化集成应用的研发设计为核心，为用户提供视频会议、应急指挥、

智慧城市（安防监控、平安城市、智能交通等）、在线教育、视频呼叫中心等可视化应用解决方案。 

公司掌握视音频通讯核心技术，在视频处理、视音频编解码和网络适应性等方面形成了独特的技术优

势，多项技术或应用成果达到领先水平。报告期内，公司大力探索视讯+技术的行业化创新应用，基于沉

浸体验、增强社交、业务创新三大趋势，积极将领先的视音频通讯核心技术与各行业业务进行深度融合，

致力于通过视讯+技术的行业化创新应用，推进各行业业务模式的革新和人们生活智能化水平的提升。 

1.2 经营模式 

公司主要定位为视讯产品与应用提供商，其盈利模式的本质为产品销售，即在为客户设计完成视讯+

行业的整体解决方案之后，向客户销售组成系统所需的软件产品和硬件产品，并形成软硬件产品销售收入

和系统安装、培训等售中服务收入以及系统售后的维保收入。 

1.3 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约44,878.8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4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约1,483.15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6.7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约951.1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66.47%。 

驱动业绩变化的主要因素如下： 

（1）信息经济受宏观去杠杆影响，项目落地缓慢，导致业务收入下降 

公司客户以大型国企和政府机构为主，在宏观去杠杆的大形势下，政府财政收紧，大型智慧城市、应

急指挥、视频会议等项目的采购程序更加复杂、采购周期拉长，项目落地的速度较以往更慢，导致公司业

务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2）市场竞争加剧，集成类业务增加，导致毛利率水平下降 

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政府在信息化方面预算紧缩，项目投入减少，导致市场竞争加剧，公司出于行

业渗透或市场拓展考虑，在保证公司整体盈利的前提下，加大与上下游合作伙伴的合作，集成类业务不断

增加，导致公司整体毛利率水平下降。 

2、 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随着政府对行业信息化发展的全面关注，以及企业对业务价值创新的迫切需求和可视化增强社交的日

益盛行，使以视讯+为核心的可视化应用不断获得重视，创新型应用层出不穷，并在深度改变我们的工作

和生活方式。可视化应用正在主导一场变革，将视讯技术与各行业业务深度融合，革新行业业务流程，创

新行业业务模式，已经成为行业信息化发展、企业业务价值创新的最佳途径之一。 

在这场悄无生息的变革之中，公安、应急、教育、医疗、金融、政务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领域率

先走在了可视化应用的前列。公司作为“视讯+”行业可视化应用的提出者和倡导者，在行业可视化应用领

域建立起了一定的先发优势，在视频会议、可视化应急指挥、智慧城市、智慧教育等领域已获得了众多行

业标杆用户采用和好评。公司在消防应急乃至综合大应急领域已形成较强的市场优势与技术优势；在教育

领域，公司的在线课堂解决方案围绕教育扶贫已在全国多地获得应用，在行业形成一定的品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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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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788,596.61 455,536,432.41 -1.48% 341,738,284.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831,540.28 34,320,302.20 -56.78% 70,721,544.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511,222.62 28,366,614.25 -66.47% 22,261,352.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296,713.50 43,120,328.48 -188.81% 18,841,493.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76 0.0638 -56.74% 0.13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76 0.0640 -56.88% 0.1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4% 2.95% -1.71% 6.48%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1,552,483,261.04 1,591,008,533.09 -2.42% 1,382,465,008.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05,814,048.34 1,195,410,846.55 0.87% 1,132,553,55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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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297,037.69 54,594,933.32 117,580,604.07 190,316,021.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303,467.14 -10,777,391.61 15,697,862.29 19,214,536.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423,079.69 -11,738,321.13 15,059,809.42 16,612,814.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651,402.51 -22,265,403.73 34,573,909.12 15,046,18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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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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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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80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3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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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汇科技投资（深圳）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25% 82,686,488 0 冻结 82,686,488 

熊模昌 境内自然人 9.79% 53,098,200 39,823,650 质押 52,980,000 

刘晓露 境内自然人 3.94% 21,393,570 0   

谢士臣 境内自然人 0.88% 4,764,600 0   

刘焱 境内自然人 0.82% 4,474,200 4,474,200   

深圳市复利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复利增益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6% 4,100,132 0   

王昭阳 境内自然人 0.74% 4,006,162 0   

王春燕 境内自然人 0.73% 3,954,700 0   

UBS   AG 境外法人 0.72% 3,904,547 0   

周小川 境内自然人 0.71% 3,870,04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刘焱是刘晓露的母亲。2017 年 12 月 13 日，刘焱、

刘晓露与智汇科技签署了《关于所持有的华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之股份之委托权表决协议》；2018 年 11 月 22 日，刘焱、刘

晓露与智汇科技签署了《三方协议》，通过表决权委托的方式将

合计持有的公司 25,867,77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4.77%）对

应的表决权委托给智汇科技，委托期限至华平股份第四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日或各方一致同意解除表决权委托之孰早发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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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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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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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 

2018年，国际环境复杂严峻，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面对低迷的市场行情、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

公司坚持行业化发展的战略思路，秉承“聚焦客户需求，提供领先的视讯产品及行业可视化应用解决方案，

为客户创造最大价值”的使命，通过持续的技术和产品创新，积极拓展“视讯+”公安、消防、政府、金

融等行业可视化业务应用。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约44,878.8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4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约1,483.15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6.7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约951.1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6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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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重点推进了以下工作： 

（一）坚持行业化发展路线不变，积极拓展行业可视化应用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以视讯的行业化应用发展为目标，以业务创新为基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开拓

“视讯+”技术的行业化创新应用业务，全面拓展视频会议、智慧城市、应急指挥、在线课堂等行业可视

化应用市场。 

视频会议行业：报告期内，公司推出了覆盖MCU、各类终端、各类网关的全系列H.265视讯产品与解决

方案，并推出“90分”直播平台产品，全面地丰富公司视讯产品线，有效提升了公司在视讯领域的技术优

势。在业务领域，因没有新增大客户采购，公司视频会议业务总体有所下降。 

智慧城市行业：报告期内，公司智慧城市业务主要围绕平安城市、雪亮工程、智能交通、智慧教育等

领域，在集成与运维服务获得新老客户认可并获得持续采购的同时，逐步增加了集成项目中自有产品的销

售比例，有效提升公司智慧城市业务与自有产品的结合度。报告期内，公司还进一步加强了在公安行业、

教育行业的拓展布局，推出适用于公安、政法、教育行业更有用户粘性的业务平台类产品，围绕着公安、

政法、教育、交通、政务出台我司产品特色的行业解决方案，加强销售团队在优势省份重点行业的拓展，

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后续将落实前期部署，积极参与政府项目规划设计，提高行业知名度及保持业绩

快速增长。 

应急指挥行业：报告期内，公司图像综合集成平台和应急指挥产品在应急行业重点客户持续卓越表现，

产品被用户常态化应用，在“全国两会”、“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六十周年”庆典、“广西壮族自治区成

立六十周年”庆典等重大活动安保，“山东寿光水灾”、“华南地区暴雨洪涝灾害”、台风“山竹”、“金

沙江堰塞湖灾害”等大型实战救援任务中表现出色，以及在“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上海进口博览

会”等国家重大活动保障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进一步巩固了公司应急指挥产品和解决方案在应急行业的

竞争力，其中单兵产品、布控球产品继续扩大市场份额，协助用户承担了应急状态下的图像采集任务，得

到上级部门的认可和表扬。报告期内，公司基于大应急行业的需求，推出“天空地井潜”多维一体的应急

通信指挥产品与解决方案，进一步增强了公司产品解决方案在应急领域的市场竞争力。 

在线课堂行业：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改进以互动课堂、专递课堂、名师课堂为核心的教育公平信息化

解决方案。同时，针对上海、广东等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对教育公平的不同需求进行一定的定制开发，

不断提升用户体验，加强用户粘性。纵向拓展监管平台、物联网平台、资源平台及教师端、学生端、家长

端应用；横向拓展教育安防、各业务系统融合，打造立体化基于可视化应用的教育信息化综合解决方案。

报告期内，在线教育业务同比有所增长，主要得益于在大项目的突破。教育部发布的教育信息化2.0行动

计划中明确把专递课堂列为教育扶贫的手段，对公司构成政策利好。在整体利好的政策环境下，公司将进

一步发挥原有在中西部地区的市场优势，扩大市场覆盖率。 

（二）加强研发的精准投入，持续提升核心技术和综合解决方案能力 

公司根据技术发展路径和行业需求的变化，通过对研发的精准投入，持续提升和完善核心技术、平台、

产品和综合解决方案能力。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AVCON+”战略，围绕客户业务场景，丰富合作生态，

形成了面向实战的应急指挥产品与解决方案能力，有力的支撑了公司业务的发展。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含子公司）获得授权专利132项，其中发明专利54项、实用新型项59项、外观

设计19项；公司拥有软件著作权证书100项、高新技术成果转化证书4项、软件产品登记证书51项。与去年

同期相比，增加授权专利3项，软件著作权证书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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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足战略目标，构建以人才发展为主线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报告期内，公司立足战略目标合理进行资源调配和组织架构调整，优化公司治理，提升管理水平。公

司各层级、各维度，进一步加大对企业战略和企业文化的宣贯。开展了文化、战略、制度培训等，通过各

项活动的支撑推进，使企业战略、企业文化和各项管理制度在日常经营活动中转化为员工的认同感，逐步

建立和形成公司的价值准则，向着所认定的价值目标去行动，全员同心、同力、同向、同调，使企业的凝

聚力和向心力不断增强。 

同时，公司通过持续完善信息化管理系统，进一步提高各部门、各岗位之间信息交换及流程处理速度，

切实提高工作效率；持续优化组织能力建设，不断明确各部门、各岗位的功能与定位，为公司战略落地及

提升客户满意度打下坚实的基础；积极开展人才梯队建设，建立人才培养机制，为公司的持续发展提供全

方位、强有力的后备人才保障。 

（四）针对性的市场推广，品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举办“闪电行动”应急专项市场推广活动，以及参展“2019中国国际教育装备(上

海)博览会”等市场活动，有力提升公司在相关区域和行业的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 

报告期内，公司获得“视频会议行业十大卓越品牌”、“中国百大智能集成企业”称号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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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城市 286,362,925.15 66,999,748.20 23.40% 13.27% -21.84% -10.51% 

应急指挥 83,976,923.02 51,432,756.90 61.25% -3.16% -11.98% -6.13% 

视频会议 34,670,186.86 24,341,048.16 70.21% -61.63% -62.09% -0.84% 

在线教育 25,494,519.68 11,405,121.93 44.74% 119.24% 65.12% -14.66% 

售后服务 11,109,232.05 8,060,150.07 72.55% 69.20% 22.76% -27.45% 

视频监控 1,756,358.78 773,018.16 44.01% 2.72% 13.75% 4.26% 

其他业务 5,418,451.07 1,801,127.51 33.24% -5.72% -0.22%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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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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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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44,878.8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48%，营业成本28,397.56万元较上年同期

上升22.82%，本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1,483.15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56.78%，主要是由于本年度占收入比例较高的智慧城市业务毛利率较低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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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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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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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本年投资设立华平电子科技(昆山)有限公司、兴仁华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上述两家公司自设

立之日起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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