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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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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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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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变更为

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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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5,211,317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

金红利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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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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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亚柏科 股票代码 30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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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志评 陈琼 

办公地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观日路 12 号美亚柏科董事会

办公室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观日路 12 号美亚柏科董事会办

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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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 0592-2519335 0592-2519335 

电话 0592-3698792 0592-3698792 

电子信箱 tzzgx@300188.cn tzzgx@300188.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自成立以来深耕电子数据取证及大数据智能化业务，已成长为国内电子数据取证行业龙头和公安

大数据领先企业、网络空间安全及大数据智能化等领域专家。公司主要服务于国内各级司法机关以及行政

执法部门，业务覆盖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及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公司曾参与2018年全国两会、

厦门金砖会晤、北京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杭州G20峰会、北京奥运会等十几个国家大型活动的信息安全保

障，并且在多次社会重大突发事件中提供技术协助。 

2019年7月份，公司主要股东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引入了国投智能为公司控股股东，国务院国资委成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国投智能是国家开发投资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是国投集团在数字经济产业的战略投资

平台和信息化综合服务平台。通过国投集团有效赋能和产业协同，公司将拥有央企优势，同时保持民企活

力。未来双方将通过优势互补，共同助力数字经济的发展。公司也将依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资源优

势，提升承接大型项目能力，获取更多的市场机会。 

2、公司主要产品及业绩驱动因素 

（1）电子数据取证产品：随着移动智能终端、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的不断进步，取证

技术也跟着演化升级，电子数据取证已进入取证3.0时代，即基于终端取证、云取证、物联网取证、流量

取证等技术，开展“云、管、端”取证建设，做到资源全互联、数据全汇聚、业务全对接、生态全开放，

实现全景数据下的智能取证与研判。 

报告期内：公司已将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和取证技术进行了有机融合，对电子数据取证产品的数据

提取能力、处理分析能力和智能化能力进行优化提升。电子数据取证产品已由最初的计算机取证，发展成

为涵盖移动智能设备取证、云取证、物联网取证。产品形态已由一体化装备，逐步形成与后端大数据进行

联动的全息数据一体化平台。取证3.0时代，催生出“手机云勘大师”、“云勘大师”、“汽车取证大师”、

“物联网取证大师”、“美亚大脑”等新产品，同时也带动了“取证航母”、“取证大师”等产品的更新

迭代。电子数据取证产品已由网络安全部门逐步向刑侦、监察委、税务、军工等领域延伸。 

 

手机云勘大师 

 

云勘大师 

 

汽车取证大师 

 

物联网取证 

 



厦门市美亚柏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3 

（2）大数据智能化产品：建设“大数据中台”，实现数据与应用的分层解耦，进行接入、分析、治理、

组织和服务，沉淀公共的数据，打通数据共享通道，并依托大数据、“大数据+AI”等技术，对平台数据

进行获取、分析及应用，提升客户数据智能化执法能力。大数据中台是通过优化数据模型、提升数据治理，

将数据抽象封装成服务，支撑应用前台提升业务价值。现阶段重点发展公安大数据中台，并逐步向社会治

理大数据中台发展，满足国家对社会治理智能化的需求。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在大数据产品研发及市场推广的投入，并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深入挖掘大数

据的核心价值，实现大数据智能化高端应用。公司大数据智能化业务从数据体系建设、融合开放、技术创

新和人才培养四个方面着力，实现数据、业务、技术、管理有机融合。在数据整合过程中，充分发挥数据

作用，贴近客户业务需求和实战要求。公司大数据智能化业务主要包括公安大数据、政府大数据和民生大

数据。其中，“公安大数据平台”，依托公司多年的大数据跨行业经验，通过打通各警种通道数据壁垒，

汇聚融合数据资源，协助客户提升数据治理及服务大众的能力。政府大数据领域，公司建设的 “城市公

共安全管理平台”，主要为公共安全管理提供统筹研判、预防预警、协调等功能服务，助力智慧城市建设，

目前已进入厦门、沈阳、临夏等地市。同时公司的大数据平台也在公安、海关、税务、市场监督、监察委

等司法机关和行政执法部门应用和推广，2019年公司还中标国家税务总局大数据平台建设。“民生大数据

平台”，实现“线上综合数据平台+放管服客户终端”综合服务的解决方案，主要服务于政务部门。 

（3）网络空间安全产品：依托于公司的超级计算中心，应用大数据、大搜索等技术汇聚互联网数据及

其他数据资源，为网络空间安全治理提供网络舆情分析、金融风险监测、网络市场监管、社会信用综合服

务等解决方案。近年来公司增加了开源情报方向的研发投入，形成开源情报解决方案，实现从采集、刻画、

应对及评估为一体的产品体系，形成有效的业务闭环，为客户的情报分析、战略决策、危机应对提供了支

撑。 

报告期内，充分发挥“公安大数据平台”的资源优势，利用人工智能、知识图谱与自然语言处理等技

术，进一步提升了公司网络空间安全产品与服务能力。如：完成舆情监测平台升级，提升目标信息发现、

分析、搜集及整理等能力；推出了鑫智业务应用平台，完成了多项业务应用模型的研发。 

（4）智能执法与便民设备：集公司取证、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信息化等相关技术，应用于政府执法

单位和行政管理部门特定业务场景下的各种智能执法和便民设备。 

报告期内，全资子公司新德汇利用自身行业优势及技术力量，立足于国家“放管服”政策和便民措施，

完成了60多个出入境智慧办证大厅的建设，研发推出“照片质量人工检测平台”、“智慧受理台”、“户

政自助办理一体机”、“交管三合一自助机”、“自助拍照受理一体机”等新产品，并完成了“政务自助

服务一体机”、“驾考无纸化系统”、“机动车智能制证一体机”、“车驾宝”、自助产品“驾考无纸化

系统”的上线，加强了对“民生自助终端”产品的研究，打造高品质民生装备。全资子公司江苏税软，针

对国地税合并后带来的税务稽查装备化、信息化的发展机会，及时调整业务线，在深耕原有税务稽查软件、

电子查账软件的基础上，推出新税务稽查执法设备，并参与税务稽查指挥实验室等方面的建设。公司“智

慧警务机器人”在疫情防控期间，协助执勤人员进行温度测量和防疫知识宣导。 

（5）服务业务：公司的四大服务由四大产品衍生而来，包括存证云+、网络空间安全服务、数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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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及技术支持增值服务。 

报告期内：存证云+，即“公证+鉴定”电子证据综合服务平台，加大了企业客户的拓展力度，覆盖互

联网、法律、科技IT、旅游、金融、银行、政府事业单位、医疗、制造等多行业；持续为政府和企业提供

舆情监测、大数据分析、专题研究、舆情应对咨询等网络空间安全服务；为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在海量、高

增长率和多样化的大数据资产中快速获得有价值的数据；美亚信息安全学院不断优化培训课程，加强新产

品新技术宣导，并将培训模式复制到集团内各分子公司，2019年集团累计培训约4万人次；秉承“以客户

为中心”的服务宗旨，在全国各地设立20多个分支机构，为客户提供7*24小时人工在线技术支持服务，不

断提升客户服务满意度。 

（二）公司所属行业特点及地位 

公司是国内电子数据取证行业的龙头企业，网络空间安全及大数据智能化专家。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

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及国家统计局2011年公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4754-2011），公司所处行业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2019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统计公报》数据

显示，2019年，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呈现平稳向好态势发展，收入和利润均保持较快增长。其中2019

年，软件产品收入增长较快，实现收入20,067亿元，同比增长12.5%，占全行业比重为28.0%。2019年信息

技术服务实现收入42,574亿元，同比增长18.4%，增速高出全行业平均水平3个百分点，占全行业收入比重

为59.3%。云服务、大数据服务共实现收入3,460亿元，同比增长17.6%。信息安全产品和服务实现收入1,308

亿元，同比增长12.4%。 

2、电子数据取证：取证产品可以实现对电子信息设备以及网络空间的电子数据进行事后提取和分析

等功能，是维护信息安全的重要工具。作为国内电子数据取证行业龙头企业，公司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

提出了全新的取证3.0概念，从而引领电子数据取证行业进入取证3.0时代。电子数据取证产品围绕着以下

变化在发生变革：取证对象变化：随着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和物联网技术的发展，信息载体形态不断发

生变化，移动设备、智能设备及云存储已成为个人数据存储及承载信息传播的主要载体，电子数据取证对

象也已从移动端、智能设备往云端、物联网端方向发展，推动电子数据取证产品需不断升级换代，以适应

市场新需求。行业变化：从国内行业的角度看，电子数据取证的取证需求，已由传统的网络安全部

门渗透到监察委、工商、税务、海关、食药监等各个领域。各个领域对电子数据的采集、勘查、取

证等需求量和工作量越来越大，迫切要求装备的处理能力、人员的协同能力、系统的调度能力、知识的共

享复用能力大大提升，催生了对电子数据取证产品的升级换代需求。渠道渗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区划统计表》，2017年全国共有34个省，334个地市，2851个县级。随着电子证据的司法地位不断提高，

公安的其他细分警种以及区县级基层机关配备的需求也开始启动，电子数据取证产品市场也由部省市级向

区县下沉。 

3、大数据智能化：大数据被作为一种基础性和战略性资源，能有效集成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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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等各方面的信息资源，为国家现代化治理提供基础数据和决策支撑。大数据通过汇聚融合，打通政府

及公共服务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实现数据流转共享；通过数据驱动，促进行政审批事务的简化，提高公共

服务效率，从而更好地服务民生；推动政府决策由过去基于少量的“样本数据”，转向基于海量的“全体

数据”，并重塑政府信息化的管理架构、业务架构，形成用“数据决策、数据服务”的现代化治理模式。

大数据产业已经成为数字经济发展“新动能”。2020年3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提出加快5G网

络、大数据中心等七大“新基建”领域建设，反映大数据对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目前国内大数据产业发展已初具规模。大数据产业生态联盟联合赛迪顾问共同编制的《2019中国大数

据产业发展白皮书》指出，2019年中国大数据整体规模达到5,386.2亿元，预计2020年达到6,605.8亿元。  

大数据是智能化的基础，大数据应用以智能化为目标，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实现大数据智能化。

2018年开始，公司参加了公安部组织的公安大数据安全体系和大数据处理标准规范的制定工作。公司研发

的公安大数据平台部分关键技术达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2019年获得公安部科学技术奖二等奖；在社

会治理大数据平台建设方面，公司在厦门、沈阳等地建设了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平台，并参与了厦门市公共

安全管理平台11项地方标准的编制。近年来，公司加大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研发，目前在图像、视频、

语音、自然语言、文本等智能识别分析领域，都取得了突破，建立领先的核心技术体系。2019年，公司核

心团队在中国人工智能比赛中，在人脸识别组获得A级（最高级别）证书、变种同源视频检索获B级证书。

公司已将人工智能技术广泛用于各类取证设备、互联网舆情分析、城市公共安全等产品中，提升公司核心

技术竞争力。 

4、网络空间安全：主要面向重点行业及企业级用户提供保障网络可靠性、安全性的产品和服务，对

互联网虚拟空间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军事等各个领域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重大问题进行治理。

互联网虚拟社会是现实社会的缩影与映射，是人类现实社会活动与社会关系在虚拟空间中的延伸。网络空

间治理显然不同于治理一个现实社会，也绝不仅仅是治理一个虚拟社会，而是治理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相

结合。2014年2月27日中共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以来，我国围绕网络安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

频出新政。2016年12月27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实施了《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2016年11月

7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2020年3月1日，国家互联网信

息办公室发布《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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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2,067,410,376.33 1,600,584,391.00 29.17% 1,336,640,411.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9,675,573.16 303,214,679.83 -4.47% 271,716,27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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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7,051,725.91 214,701,444.00 24.38% 250,767,061.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6,135,918.52 71,849,254.67 451.34% 199,944,188.0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 0.380 -5.26% 0.3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 0.380 -5.26% 0.3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52% 12.30% -1.78% 13.56%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4,200,148,312.04 3,444,140,529.17 21.95% 3,111,938,828.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960,789,180.88 2,550,684,558.80 16.08% 2,326,621,414.0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46,643,816.26 336,732,046.63 279,618,297.29 1,204,416,216.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296,950.39 15,651,107.07 -35,501,711.73 323,823,128.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149,892.44 8,078,224.98 -38,823,110.34 314,946,503.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7,824,041.35 -99,222,672.76 123,146,603.69 680,036,02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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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4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26,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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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永芳 境内自然人 16.68% 134,144,350 134,144,350   

国投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61% 125,475,942 0   

李国林 境内自然人 8.87% 71,323,360 71,192,520 质押 5,700,000 

刘冬颖 境内自然人 3.82% 30,720,000 30,72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
德阿尔法核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55% 20,531,638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
德优势行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71% 13,721,505 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新

生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66% 13,365,83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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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
德持续成长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4% 12,410,481 0   

苏学武 境内自然人 1.53% 12,300,177 12,300,177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泓德优选

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8% 7,887,687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阿尔法核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优势行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
施罗德新生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持续成长主

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同属于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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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06,741.04万元，同比增长29.17%；利润总额30,576.24万元，同比下

降6.7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8,967.56万元，同比下降4.4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6,705.17万元，同比增长24.38%；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420,014.83万元，较

上年末增长21.9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296,078.92万元，较上年末增长16.08%。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整体毛利率为55.74%，对比去年下降3.76%。主要原因为：随着公司承接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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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能力的提升，公司已由原来提供大数据解决方案，逐渐发展为客户承接大数据智能化平台项目的建设，

项目通用硬件比重增加，成本提高，导致毛利率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8,967.56万元，同比下降4.47%。主要原因为：一

方面，为保持市场竞争力，公司持续加大了研发投入和市场拓展投入，2019年公司销售、管理、研发三大

费用合计同比增长18.03%，其中2019年研发费用同比增长22.50%。另一方面，报告期内公司新实施了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加上还正在实施期内的2016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导致成本费用有

所增加。2019年股权激励成本为2,903.84万元。 

公司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1、优化治理结构，增强资源实力：公司围绕业务发展持续优化治理架构，2019年公司全面实施双总

部战略，强化厦门总部的集团化管理及技术研发职能，推进北京未来总部的市场和行业拓展能力建设。2019

年7月，公司为优化股东结构，引入国投智能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国务院国资委为实际控制人。为更好适

应新形势下公司治理的需要，公司董事会完成了改组，并维持现有经营管理层不变。公司在借助央企优势

的同时，保持民企活力，加强了资源整合，共同促进业务发展。  

2、主要业务情况：公司通过内生式发展及外延式并购的方式，已形成了美亚生态圈。美亚生态圈内

各公司通过协同合作、资源共享复用，筑造美亚核心竞争力。主要子公司在各自领域发挥独特优势，保持

良好增长。公司的主要客户为国内各级司法机关及政府行政执法部门，2018年由于受到国务院组织机构改

革带来的订单延缓压力，2019年已逐渐得到释放，2019年公司新签合同和经营收入相比往年均有所增长。

其中： 

电子数据取证产品：持续保持国内电子数据取证龙头企业地位，并加强核心技术产品的自主研发，公

司推出“破冰计划”，开展技术攻关，以实现国产化适配。公司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融入到了电子

数据取证产品中，优化了产品结构，已研发覆盖电子数据取证全领域的装备，形成国家、地方和行业标准

规范45项。公司的取证3.0项目也已在多个标杆省市落地，为后续推广到其他省地市奠定了基础。公司的

电子数据取证产品客户已不局限于网络安全部门，横向已拓展到刑侦、监察委、税务、军工等领域，纵向

加强了部、省、地市向区县下沉。2019年网络安全部门的电子数据取证产品需求略有下降，主要增长来自

于刑侦、监察委、税务、军工等领域。2019年公司电子数据取证产品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3.33%。 

大数据智能化产品：大数据智能化已成为公司重要战略发展方向之一。报告期内，公司成立了广东大

数据研究院、北京大数据研究院，专攻大数据相关技术的研究，推进行业及政府大数据重点项目的建设及

落地，巩固市场地位。公司从事的大数据智能化业务具备了产品优势和技术壁垒优势，大数据智能化将成

为未来公司收入增长的核心动力。2019年，公司被美国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后，启动了“破冰计划”，

完成了大数据产品国产化适配工作，实现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与此同时，公司参与部级大数据标准制定，

并在若干一线及省市建设大数据平台，在技术和市场份额上获得持续突破。2019年大数据智能化业务销售

收入同比增长54.51%。 

网络空间安全产品：依托公司大数据能力，网络空间安全产品打开了新的行业局面，已在全国10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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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客户单位得到落地及应用。但因为组织机构改革影响，网络空间安全产品的项目验收有所延缓，2019

年网络空间安全产品销售收入同比下降31.66%。 

智能执法与便民设备：全资子公司新德汇在“放管服”改革政策引导下，自助便民设备及后端服务平

台已在10多个省市上线应用。全资子公司江苏税软，2019年2月中标国家税务总局稽查视频指挥系统项目

中标，打开全国税务稽查指挥新局面，国地税改革后迎来税务行业增长新机会，全年实现销售额翻番。控

股子公司美亚中敏，在江苏常熟设立新的生产车间，通过构建新的加工设备，提升大型智能装备生产能力，

2019年净利润实现较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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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数据取证产品 835,666,672.92 340,533,785.64 59.25% 13.33% 5.89% 2.87% 

大数据智能化平台 766,523,747.64 419,224,201.72 45.31% 54.51% 88.00% -9.74% 

网络空间安全产品 63,681,586.06 11,154,465.42 82.48% -31.66% -28.69% -0.73% 

智能执法与便民设备 229,522,797.89 94,795,415.77 58.70% 91.28% 110.80% -3.82% 

电子数据鉴定及信息
安全相关服务 

169,243,859.22 47,760,366.46 71.78% 10.96% 14.36% -0.84% 

工程项目收入 1,652,308.81 1,448,945.93 12.31% 35.59% 9.76% 20.64% 

其他业务收入 1,119,403.79 60,890.60 94.56% 448.72% 163.24% 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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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业务年度口径汇总的主营业务数据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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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06,741.04万元，同比增长29.17%；营业成本91,497.81万元,同比增

长41.13%；利润总额30,576.24万元，同比下降6.7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8,967.56万元，

同比下降4.4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6,705.17万元，同比增长24.38%；报

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420,014.83万元，较上年末增长21.9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96,078.92万元，较上年末增长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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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产品整体毛利率为55.74%，对比去年下降3.76%。主要原因为：随着公司承接大数据

业务能力的提升，公司已由原来提供大数据解决方案，逐渐发展为客户承接大数据智能化平台项目的建设，

项目通用硬件比重增加，成本提高，导致毛利率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8,967.56万元，同比下降4.47%。主要原因为：一

方面，为保持市场竞争力，公司持续加大了研发投入和市场拓展投入，2019年公司销售、管理、研发三大

费用合计同比增长18.03%，其中2019年研发费用同比增长22.50%。另一方面，报告期内公司新实施了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加上还正在实施期内的2016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导致成本费用有

所增加。2019年股权激励成本为2,903.8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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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会计政策变更主要为企业会计准则变化涉及的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2017年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

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

具列报》（上述四项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财政部于2019年4月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

（以下简称“财务报表格式”），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的要求编制2019年

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修订后的准

则自2019年6月10日起施行，对于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进行追溯调整，对

于2019年1月1日至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要求根据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修订后的准则自2019

年6月17日起施行，对于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进行追溯调整，对于2019年1月1日至

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要求根据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财政部于2019年9月19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执行企业会

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的要求编制2019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本集团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修订后的准则和财务报表格式，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1）新金融工具准则 

A、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断依据，

将金融资产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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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 

B、调整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应将之前已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的累计利得或损失转入留存收益，不得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C、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改为“预期损失法”，要求考虑金融资产未来预期信用损

失情况，从而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根据新金融准则衔接规定要求，公司对上年同期比较报表不进行追溯调整，新旧准则转换累计影响结

果仅对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进行调整。 

（2）新财务报表格式 

变更内容如下： 

A、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分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两个项目；“应付票据及

应付账款”项目分拆为“应付票据”及 “应付账款”两个项目。 

B、资产负债表新增“交易性金融资产”、“应收款项融资”、“债权投资”、“其他债权投资”、 “其他权益

工具投资”、“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等项目。其中：“其他权益工具投资”项目，反映资

产负债表日企业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期末账面

价值。 

C、利润表新增“信用减值损失”项目，反映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财会〔2017〕7号）要求计提的各项金融工具信用减值准备所确认的信用损失。利润表增加“以摊余成本

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号填列）”、“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填列）”、“信用减值

损失（损失以“-”号填列）”项目等。 

D、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列示）”。 

F、进一步明确了研发费用项目的列报内容。 

G、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

益相关，均在“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公司根据《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相关要求编制财务报表，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对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表项目列报影响如下：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金额 

合并报表：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625,000,672.55  -625,000,672.55 

应收账款  625,000,672.55 625,000,672.55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38,396,689.30  -238,396,689.30 

应付票据  78,812,370.00 78,812,370.00 

应付账款  159,584,319.30 159,584,319.30 

管理费用 246,412,935.07 230,761,354.44 -15,651,580.63 

研发费用 223,666,196.45 239,317,777.08 15,651,58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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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 月 31 日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金额 

公司报表：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472,718,923.83  -472,718,923.83 

应收账款  472,718,923.83 472,718,923.83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10,089,741.40  -210,089,741.40 

应付票据  78,812,370.00 78,812,370.00 

应付账款  131,277,371.40 131,277,371.40 

管理费用 151,960,520.88 138,151,364.09  -13,809,156.79 

研发费用 127,148,999.66 140,958,156.45  13,809,156.79 

（3）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A、重新明确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概念和应适用其他准则的情形，明确了货币性资产是指企业持有

的货币资金和收取固定或可确定金额的货币资金的权利。 

B、明确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确认时点。对于换入资产，企业应当在换入资产符合资产定义并满足

资产确认条件时予以确认；对于换出资产，企业应当在换出资产满足资产终止确认条件时终止确认。 

C、明确了不同条件下非货币交换的价值计量基础和核算方法及相关信息披露要求等。 

该准则的变化不影响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财务指标。 

（4）债务重组 

A、在债务重组定义方面，强调重新达成协议，不再强调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债权人作出让步，将

重组债权和债务指定为《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范的金融工具范畴。 

B、对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方式进行债务重组的，明确了债权人初始确认受让的金融资产以外的资

产时的成本计量原则。 

C、明确了债权人放弃债权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等。 

D、重新规定了债权人、债务人的会计处理及信息披露要求等。 

该准则的变化不影响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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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设立美亚信安：2019年1月10日，本公司独资设立美亚信安，注册资本为1,000.00万元。 

2、设立美亚秦安：2019年6月13日，本公司独资设立美亚秦安，注册资本为1,000.00万元。 

3、设立美亚川安：2019年10月12日，本公司独资设立美亚川安，注册资本为800.00万元。 

4、设立美亚陇安：2019年10月29日，本公司独资设立美亚陇安，注册资本为1,000.00万元。 

5、非同一控制下合并中检美亚，2019年12月31日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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