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恒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300605                           证券简称：恒锋信息                           公告编号：2019-020 

恒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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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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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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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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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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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989,994股（具体以未来实施 2018年度权益分配方案时股权

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准）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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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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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锋信息 股票代码 30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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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晓曦（暂代） 冯秀军 

办公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上街镇乌龙江中大道

科技东路创新园 5号楼 

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上街镇乌龙江中大道

科技东路创新园 5号楼 

传真 0591-87732812 0591-87732812 

电话 0591-87733307 0591-87733307 

电子信箱 investor@i-hengfeng.com investor@i-hengf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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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在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经营模式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具体如下： 

（一）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通过多年发展，已成为国内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智慧城市信息技术和智慧城市行业解决方案提供商，以软件引领企业

发展，为客户提供智慧城市行业解决方案，业务涉及信息科技和健康养老。  

公司主要服务于民生、公共安全、智慧城市三大细分应用领域，智慧公安监管解决方案服务能力位于国内领先地位，拥

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1）民生领域：主要包括智慧健康、智慧养老、智慧校园等的综合解决方案； 

（2）公共安全领域： 主要包括智慧公安、智慧司法、智慧应急管理等的综合解决方案； 

（3）智慧城市领域： 主要包括新型智慧城市、智慧政务、数据中心、大数据服务等的综合解决方案，其中智慧县城

（区）是公司智慧城市业务的亮点。 

（二）经营模式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智慧城市和智慧城市行业综合解决方案项目总承包服务，即基于合同约定向客户提供方

案设计、软件开发、项目实施、系统集成、竣工验收直至运营维保的一站式服务。 

 公司主要通过公开招投标的方式承接项目总承包业务。 

（三）行业情况 

1、行业现状 

（1）民生领域 

智慧养老是指面向居家老人、社区及养老机构的传感网系统与信息平台，并在此基础上提供实时、快捷、高效、低成本

的物联化、互联化、智能化的养老服务，具体包括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健康管理、居家安全照护、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平台、

政府智慧养老监管服务平台等。智慧养老是传统养老产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应用前景。 

从产业政策看，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国家不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扶持，智慧养老行业迎来战略发展机遇。

2015年，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促进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的目标任务。

2017年2月，国家工信部等三部委联合印发《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年）》指出到2020年基本形成覆盖

全生命周期的智慧健康养老产业体系，要建立大量智慧健康养老应用示范基地和行业领军企业，普及健康管理、居家养老等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2017年7月，国家工信部、民政部、国家卫计委三部委联合印发《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民政部办公厅

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开展智慧健康养老应用试点示范的通知》，提出组织创建示范企业、示范街道（乡镇）和有区域

特色、产业联动的智慧健康养老示范基地。 

从市场容量看，我国严峻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和庞大的老年人口基数，需要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作为配套，从而为智慧养

老产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前景。尽管近年来我国养老服务业保持快速发展，但目前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

的养老服务体系仍处于初建阶段，老年消费市场仍有巨大的增长空间。《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白皮书（2017年）》显示，

目前国内人均健康管理信息化投入约为2.5美元，仅达到美国人均健康管理信息化投入近85美元水平的3%左右，考虑到我国

智慧健康养老产品潜在用户人群十分庞大，加之相关拉动投资及其他示范应用衍生产值，我国智慧养老产业的市场前景广阔。 

近年来我国医疗健康服务供需不平衡的问题凸显。为合理分配优质医疗资源，调节医疗服务供需平衡，政府推出多项医

疗改革政策，鼓励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多领域技术与医疗健康领域跨界融合，发展远程医疗、互联网健康管理平

台等智慧健康服务。2016年10月，国务院发布《“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首次将有关健康医疗产业的纲要提到国家战

略层面，明确了“互联网+医疗”的态度。2018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

提出健全涵盖医疗、医药、医保“三医联动”的“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体系，完善“互联网+医疗健康”的支撑体系。2018

年8月，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以电子病历为核心的医疗机构信息化建设工作的通知》，明确“实现诊疗服务环

节全覆盖”、“发挥临床诊疗决策支持功能”、“系统整合和互联互通”等三大建设内容。 

当前，我国智慧健康的建设主要体现在医疗信息化的建设上。根据IDC（国际数据公司）预测，我国医疗信息化行业市

场规模将稳步增长，2016-2021年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0.10%，预计2021年达到469.09亿元。从成长性来看，我国医疗信息化

市场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根据卫生部及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我国医疗信息化投入规模占卫生机构卫生总费用的比例由

2008年的0.49%升至2017年的0.83%，但是与发达国家 3%-5%的占比相差甚远，随着我国医疗信息化的不断发展和相关政策的

推动，以及互联网对人民生活影响的加深，医疗信息化市场未来发展空间巨大。 

智慧教育业务方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要求加快教育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学校管

理信息化进程，规划每年投入信息化建设增长率为15%—20%，不断提高教育管理信息化水平。《国家教育部教育信息化十年

发展规划2011-2020》对我国教育信息化进行了全面的总体规划设计，明确的提出我国高等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指导方针、建

设思路。根据高校信息化建设调查数据，截止2017年，普通本科院校信息化建设投入平均为840万元，截止2017年底全国共

计2595普通高等学校，2017年底高校信息化建设总投入为220亿元。按正常投入水平计算，高校信息化建设市场未来发展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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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巨大。 

（2）公共安全领域 

2018年公安部成立了全国公安大数据工作领导小组，提出“以机器换人力、以智能增效能”的理念，大力推进实施公安

大数据战略，要求各级公安机关以大数据建设和应用为重点，把大数据理念贯穿于基础信息化建设全过程、各环节，不断推

动公安科技信息化建设提速升级。同时，2018年1月份中央政法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深化智能化建设，把新时代政法

工作提高到新水平。预计到2020年，在新兴技术的推动下，涉及城市公共安全领域建设的安防企业总收入将达到 8000 亿元

左右，年复合增长率在 10%以上。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目标要求。2018年10月中国司法部发布《 “数字法治智慧司

法”信息化体系建设实施方案》，明确国家、省、地方机构要按照规范要求，建设、完善、应用各类司法系统，全国各省、

各地陆续开展智慧司法建设。 

智慧司法将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司法各业务领域深度融合，形成标准规范科学统一、

数据信息全面准确、业务应用灵活普及、研判预警智慧高效的应用体系，为监狱、戒毒、社区矫治、公共法律等提供全面服

务。 

2018年3月国务院组建应急管理部，整合消防、国土、水利等12个部门职责，贯通安全生产、消防救援 、民政救灾、地

质灾害、抗震救灾、防汛抗旱等领域的应急管理工作。智慧应急管理将各类感知设备，汇聚及共享各单位安全生产、自然灾

害及各类应急资源数据，应用大数据分析服务、流程服务等技术，为应急管理机构、消防部门等提供城市消防、森林防火、

汛期防汛等应急决策指挥服务，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提升自然灾害防治能力，为生产安全事故预防和应急管理能力

提供有力支撑。 

（3）智慧城市领域 

目前智慧城市试点城市已突破500个，由国家智慧城市标准化总体组发布的《新型智慧城市发展白皮书（2018）》指出，

根据2017年首次全国新型智慧城市评价工作得到的数据显示，参与评价的二百多家城市平均得分为58.03，其中超过一半的

城市智慧水平亟待提高，预示着智慧城市发展空间仍然巨大。《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分析报告》统计数据

显示，预计2019年中国智慧城市市场规模预计将突破10万亿元，未来五年将保持年均33.38%的复合增长，2022年将达到25

万亿元。 

2、行业的周期性、区域性和季节性特征 

目前，中国智慧城市建设仍以政府为主导，主要客户为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大中型国有企业，这些客户通常实行预算

管理和产品集中采购制度，一般为下半年制订次年年度预算和投资计划，次年上半年集中通过该年度预算和投资计划，采购

招标一般则安排在年中或下半年，因而存在一定的季节性。 

由于国内各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区的发展特点和重心也有所不同，致使各地的信息化程度有所差异，智慧城市

建设的发展十分不平衡，呈现出一定的区域性。 

3、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是智慧养老领域的先行者，在业内领先开发了“智慧+”智慧养老服务平台，结合物联网和云计算技术，将居家老

人健康管理需求、日常生活需求、社区服务、社会服务提供商以及政府监督、管理紧密联系起来，实现“互联网+居家养老”

的新型居家养老模式。同时，公司投资设立大健康服务企业，应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可向社会提供基于眼底影像的智

慧健康服务，从眼睛洞察人类健康，真正实现“上医治未病”。 

信息科技板块业务方面，公司以创新驱动和应用软件引领，在智慧公安、智慧司法、智慧应急管理、新型智慧城市等领

域的系统集成、软件研发与运维服务获得新老客户认可并获得持续采购。 

公司基于近10年对监管行业客户需求的理解，融合智能化和信息化技术向客户提供智慧监管信息技术服务，“公安监管

信息化实战&应急智慧平台研发与应用”获得福建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公司的智慧监管信息技术服务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在新型智慧城市领域，公司率先提出了智慧县城（区）理念，成为县城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是国内智慧县城（区）业务

的先行者，也是公司智慧城市服务的一大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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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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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年 

营业收入 524,857,084.03 403,950,008.05 29.93% 330,244,867.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537,241.70 43,147,744.17 24.08% 37,628,612.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0,612,989.87 40,882,568.58 23.80% 36,125,019.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1,047,454.80 -75,114,734.45 221.21% -226,661.6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903 0.4035 21.51% 0.597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889 0.4035 21.16% 0.59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42% 10.52% 0.90% 17.70% 

 2018年末 2017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年末 

资产总额 829,358,210.95 651,318,923.76 27.34% 404,627,731.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93,789,365.23 443,706,856.86 11.29% 231,356,02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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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786,333.70 105,310,343.95 135,068,078.31 233,692,328.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75,518.14 11,059,203.82 15,419,131.39 23,483,388.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87,813.05 10,920,197.03 16,294,734.84 22,110,244.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00,956.81 -49,821,059.97 -15,653,897.92 160,923,36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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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19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9,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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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晓曦 境内自然人 33.06% 36,357,497 36,357,497 质押 7,134,626 

欧霖杰 境内自然人 12.40% 13,638,534 13,638,534   

福建新一代信

息技术创业投

资有限合伙企

业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26% 9,080,433 0   

魏晓婷 境内自然人 5.51% 6,059,582 6,059,582 质押 6,057,945 

中国—比利时

直接股权投资
国有法人 4.53% 4,979,22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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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上海榕辉实业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54% 3,891,612 0   

林健 境内自然人 2.95% 3,241,749 2,497,343 质押 1,150,000 

廖伟俭 境内自然人 0.85% 929,600 0   

陈朝学 境内自然人 0.71% 776,823 748,011   

陈芳 境内自然人 0.62% 678,533 678,53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魏晓曦与欧霖杰系夫妻关系、魏晓婷与魏晓曦系胞姐妹关系，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报告期内未

收到前 10名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告知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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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交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从切实维护公司利益和广大

股东权益出发， 恪尽职守、积极有效地行使职权，严格执行股东大会各项决议，积极推进董事会各项决议实施，踏实勤勉

地开展各项工作，推动公司治理水平提升和公司经营管理优化，保障公司科学决策，推动各项业务有序开展，使公司保持良

好的发展态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了经营业绩持续增长，营业收入52,485.7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9.9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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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的净利润5,353.7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4.08%。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82,935.8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7.3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权益49378.94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1.29%。 

   报告期内，在公司全体员工共同努力下，取得以下主要方面的成绩:  

 1、参股控股公司发展良好：公司参股投资了福州依影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基于应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可

向社会提供基于眼底影像的智慧健康服务；控股子公司福建微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业务发展良好，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

119.45%。 

 2、加强技术创新研发工作： 

为了满足客户不断提升的应用需求，同时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2018年度公司持续增加创新研发投入，进一步优化解

决方案，新增研发投入1068.89万元，同比增幅46.64%。新增软件著作权29项、实用新型专利4项、外观专利4项，公司研发

的“公安监管信息化实战&应急指挥平台研发与应用”荣获福建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公司在报告期内加强对软件开发流程、

规范学习，已顺利通过CMMI5国际认证，证实了公司软件开发流程和质量管理能力。 

软件&创新中心夯实基础，完善架构流程，加强了软件开发与迭代工作，该团队今年还荣获福州市工会授予的“工人先

锋号”荣誉。 

 3、积极拓展业务区域和业务细分领域： 

2018年度公司福建省外业务收入增长较快，占公司报告期内总收入的2/3，特别是新疆地区业务增长迅速，为公司后续

发展奠定了基础。 

公司已在重庆、新疆、河南、浙江、江苏、贵州、广西等地设立了多家分公司，将业务向全国拓展。分公司的建立确保

持续、及时、有效地为客户提供售前、售后服务和技术支持，是提升客户满意度和保持客户黏性的重要保障，为全国业务市

场开拓打下良好基础。 

同时，公司研究拓展新的业务细分领域，公司在民生、公共安全、智慧城市领域提供智慧城市行业信息技术服务，优势

明显。2018年承接实施了多个智慧城市项目，并已完成福建省第一个完整落地的智慧城市项目。 

     4、品牌良好，荣获多项国家、省、市级荣誉： 

    公司一贯重视产品及项目服务质量和客户满意度，报告期内公司多次收到客户发来的表扬信。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在海

南召开期间，公司提供了信息化系统技术支持和保障工作；公司助力“第一届数字中国峰会”圆满完成，收到了峰会主办方

发来的感谢信，公司优质的服务和良好的品牌为公司业务开拓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公司连续七年荣获年度“中国机房工程企业30强”、“全国智能建筑行业80强企业”这两项行业大奖；还荣获“第二

届中国安防百强工程（集成）商”、 “中国智慧城市领军企业奖”、 “2018中国软件行业优秀服务提供商”、 “2018年

度中国行业信息化标杆企业奖”、 “中国智慧城市优秀解决方案奖”等荣誉；公司被授予“福建省企业技术中心”；公司

承接的中国移动福建公司生产指挥调度中心大楼智能化工程荣获福建省“闽江杯”优质专业工程奖（智能化工程）等荣誉。 

5、优化公司治理，加强人才培养： 

公司结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持续开展工作流程优化工作，完善了公司内控管理制度，做到

每项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查，使公司治理体系更加规范、健全，提升管理水平和效率。同时公司加强人才培养，制定了岗

前培训、专业技能培训、通用知识培训、国内外游学参访及中高层管理培训等多样化培训，各部门每月至少举办一次部门学

习培训或技术经验分享，定期组织经验交流及新技术培训，提高员工的技术能力和企业管理水平，为公司长期稳定的发展提

供了技术及管理人才的保障。 

6、实施了股权激励计划： 

为了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公司中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业务）人

员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核心团队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使各方共同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公司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拟定了《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并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首批向74名激励对象授予79万股限制性股票。 

7、秉承企业社会责任，参与公益事业：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公司积极参加社会公益事业，践行企业的社会责任，公司是福建省见义勇为基金会理事单位。 

公司积极响应福州市鼓楼区委区政府组织的“百企联百村”活动，向甘肃省定西市岷县再次捐赠30万元，用于帮助贫困

家庭劳动者技能培训；向福建省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捐赠20万元，为养老事业的发展尽绵薄之力；向福建省见义勇为基金会

捐赠10万元，用于奖励发扬舍己为人、见义勇为的正义之士，为社会和谐发展尽绵薄之力；向福建省周宁县慈善总会捐赠5

万元，用于周宁县助学助困扶贫工作；向福州大学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设立的“优秀新生奖学金“赞助2万元。公司出资

上百万元捐建福州大学旗山校区思源亭以及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绿色智慧能源互联网本科教学示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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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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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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城市行业综

合解决方案 
492,636,287.56 123,535,450.22 25.08% 29.86% 35.54%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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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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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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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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