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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熙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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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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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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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发生变更，为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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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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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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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熙菱信息 股票代码 300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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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程 胡安琪 

办公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龙东大道 3000

号 7 幢 301 室 

新疆乌鲁木齐市北京南路 358 号大成国际

10 层 

传真 021-61620216 0991-5573561 

电话 021-61620210 0991-5573585 

电子信箱 dongmiban@sit.com.cn huaq@sit.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要业务和主要产品简介 

主营业务主要包括：1、智能安防及信息化工程，包括智能安防领域的数据和图像分析、开发及运用，并以此为基础的软件

产品与开发、技术服务和信息工程建设等业务；2、信息安全产品、服务与综合解决方案，包括信息安全审计软件产品与开

发、技术服务等业务；3、其他软件开发与服务。公司业务涵盖了从IT系统规划、IT基础架构设计、到应用软件开发实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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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IT运维维护管理在内的全生命周期的IT系统服务，在主营行业领域具备整体解决方案能力。 

公司致力于运用包括视频图像分析及数据建模等信息技术提供城市公共安全防范及信息安全相关技术服务和整体解决方案，

主要为新疆地区城市公共安全防范和业务信息安全提供软件产品服务及技术支撑。本公司主要产品包括视频卡口深度应用平

台、图侦工作平台、视频图像信息解析平台、平安小区综合管理平台、车辆大数据平台、人车管控平台、业务安全审计基础

平台、公安信息系统应用日志安全审计平台、安全监测大数据平台软件产品及相关信息化服务，产品核心价值是依靠信息和

人工智能（AI）技术手段提升城市公共安全防范水平及业务安全审计能力。在地域上，以国家发展西部战略为依托，以新

疆为基地，借助自身多年累积的智能安防、信息安全与软件产品开发与服务的实战经验，借力上海、北京、西安的人才优势，

逐步将产品与服务辐射至全国其他多个地区。目前，发行人已拥有多项产品软件著作权，并在智能安防数据、图像分析以及

业务安全等领域已形成较强的竞争力。 

2、行业的竞争格局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整体处于充分竞争状态，行业内企业数量众多，国内IT市场在地域和行业上相对分散。目前公司业

务主要集中在新疆。新疆地处我国西北边陲，经济欠发达，具有独特的民族特色和区域文化，新疆本土IT企业数量不多且规

模相对较小。随着近年新疆信息化的不断发展，新疆的政府机构和单位对信息技术服务企业的区域经验、响应速度和技术能

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公司主要竞争对手是国内大型IT企业，虽然这些企业在全国范围内具有较大的规模、较强的竞争

力，但其投入到新疆地区的资源和人力较少。而公司是依托于新疆市场成长起来的信息技术企业，积累了丰富的新疆本土项

目实施经验，同时通过在西安、上海、北京等地所建立的研发部门获得了较强的人力资源和技术优势，综合来看，公司在新

疆区域内的直接竞争对手较少。 

3. 产品与服务在目标市场的占有率及排名情况 

根据《中国安全防范行业年鉴2016版》显示，安防行业总产值达到5,400亿元，全行业实现增加值约1,780亿元；根据赛迪

《2016-2017年网络信息安全市场分析年度报告》，中国信息安全市场规模2019年预计达到628.6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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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8,261,753.11 539,685,205.09 47.91% 403,562,945.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0,667,921.16 42,597,345.88 89.37% 28,420,697.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6,265,039.34 32,433,903.49 135.14% 21,497,186.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9,371,752.97 31,417,283.51 -352.64% 22,942,477.8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07 0.568 42.08% 0.379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07 0.568 42.08% 0.37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36% 16.84% 5.52% 13.50%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1,020,703,990.31 687,732,188.30 48.42% 416,337,772.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80,252,457.95 303,382,106.52 25.34% 146,686,77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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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478,815.07 203,897,736.40 148,069,720.51 323,815,481.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73,444.31 13,480,603.55 20,508,719.79 45,205,153.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231,492.20 12,166,166.98 20,419,753.70 43,447,62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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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534,755.22 -77,092,481.43 -24,694,681.12 53,950,16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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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68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0,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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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开文 境内自然人 33.68% 33,675,000 33,675,000   

岳亚梅 境内自然人 13.13% 13,125,000 13,125,000 质押 2,620,000 

乌鲁木齐鑫海

安都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08% 8,075,000 8,075,000 质押 1,500,000 

深圳市嘉源启

航创业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71% 3,712,500 3,712,500   

新余市嘉禾投

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70% 3,700,000 3,700,000   

周永麟 境内自然人 2.70% 2,700,000 2,700,000 质押 2,700,000 

龚斌 境内自然人 2.43% 2,425,000 2,425,000   

北京中安兰德

文化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5% 2,250,000 2,250,000   

新余晋大投资

管理中心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3% 1,925,000 1,925,000 质押 1,924,900 

刘茂起 境内自然人 1.91% 1,912,500 1,912,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股东何开文、岳亚梅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一致行动人。岳亚梅持有鑫海安都

19.09%股份；鑫海安都系熙菱信息员工持股公司。除前述情况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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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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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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公司的未来愿景是为全国公共安全防范保驾护航、为新丝绸之路的发展、国家东进西出战略服务的知名IT企业，成为国

内智能安防、信息安全领域知名产品和服务的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2017年1月5日，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成功上市，

这是其发展历程中的全新起点，借助资本市场的平台，公司预期将获得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依托公司在专业领域的不断锐意进取和公司所处行业的稳定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79,826.18万，较去年

同期增长47.9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66.79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89.37%；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

产102,070.4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8.42%；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38,025.25万元，比上年度增长25.34%。公司主要业

务回顾如下： 

一、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聚焦于：1、智能安防及信息化工程，包括智能安防领域的数据和图像分析、开发及运用，并

以此为基础的软件产品与开发、技术服务和 信息工程建设等业务；2、信息安全产品、服务与综合解决方案，包括信息安全 

审计软件产品与开发、技术服务等业务；3、其他软件开发与服务。  

智能安防领域，2017年公司服务了新疆乌鲁木齐、克州、昌吉、哈密、吐鲁番、伊犁、博乐、喀什、和田、巴州等多个

地区，上海、北京、广东、内蒙、黑龙江、贵州等新疆以外省市，涉及视频图像解析、车辆大数据、人车管控、平安城市、

指挥中心、监狱等安防领域智能安防信息化建设，并在公安实战过程中实现了多项战果。实现智能安防及信息化工程收入

62,432.5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8.61%，在总体营业收入中占比为78.21%。业务持续快速增长，结构占比保持稳定。 

信息安全领域，信息安全产品、服务与综合解决方案实现收入1,927.67万元，占比2.41%，较上年同期略有下降。2017

年公司进一步拓展了业务安全审计产品的市场战略布局，公司主导参与公安部业务安全审计“十三五”规划标准的制定，中标

广东省公安厅“业务安全审计大数据平台”项目，该项目被列为公安部试点项目，这些典型的案例进一步强化了公司在公安业

务安全审计领域的领先地位。随着“十三五”建设任务书的下发，该业务有望迎来良好的发展机遇。 

其他业务收入15,465.9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8.61%，占比19.37%，比重略有提升，主要系公安客户信息化建设集成

采购和法院客户信息化建设集成采购等战略客户收入增长所致。 

2017年，公司政府类客户收入74,407.3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7.62%，占比达93.21%，公司业务进一步向政府类客户

集中。 

 

二、研发情况 

2017年，公司在智能安防及信息安全领域持续集中投入研发，基于微服务框架的基础开发平台已经发布1.0正式版本，

该基础平台可支撑公司软件项目的快速开发上线，已经在公司多个项目中进行落地应用； “魔力眼”智慧安防平台系列产品

子系统：视频图像联网平台软件、熙菱图侦工作平台软件、视频图像结构化应用平台软件(暨视频图像信息解析平台)、熙菱

公安人车管控平台软件、平安小区综合管理平台、熙菱移动警务平台软件等2016年规划重点投向研发产品均已完成或基本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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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研发、升级改造；公安信息系统应用日志安全审计平台（大数据版）、安全监测大数据平台目前均已完成开发；基于安防

与信息安全应用的大数据资源服务统一集成管理平台已投入正常开发阶段，现已基本完成。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总投入

3,225.49万元，占营业收入比重4.04%，比上年度同期增长66.01%。截止2017年12月31日，公司已拥有各类软件著作权106项，

同时，累计申请与软件相关的各类专利23项，已授权1项。 

三、管理能力发展情况 

体系化建设：公司成立了集团变革委员会，同时引入了专业的外部咨询公司，对公司经营管理和体系化建设进行专业化

的指导，从而进一步提升效率和竞争力。公司优化完善员工职级机制、绩效考评机制、晋级机制、激励机制。 

信息化建设：对公司信息化建设进行了3年规划，同时制定了合理的演进路线；建设、优化、完善了包括移动办公系统、

BPM流程系统、人事招聘系统、固定资产系统、经营决策系统在内的等一批信息化系统，有效提升了公司运营的效率及质

量；  

组织架构：公司将原智能安防事业部和软件工程事业部合并调整为公安图像应用事业部、公安数据应用事业部，同时增

设大数据事业部，公司级解决方案中心，业务进一步横向拉通并聚焦于公共安全领域实战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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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安防及信息

化工程   
624,325,603.56 181,704,481.12 29.10% 48.61% 105.87% 8.09% 

其他软件开发与

服务   
154,659,425.99 27,127,620.62 17.54% 68.61% 13.53% -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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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的主要客户集中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等，这些客户通常采取预算管理和产品集中采购制度，一般为每年年初制订年度

预算和投资计划，立项通常集中在 4~5 月，采购招标和项目实施则安排在年中和下半年，年底为项目验收集中期，由此导

致公司的收入主要集中在下半年，公司的收入呈现明显的季节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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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47.91%，营业成本较上年增长37.9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

长89.37%，主要要系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不断加强，疆内安防业务大幅增长所致。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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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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自2017年1月1日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号）相关规定，采用未来适用法处

理。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影响如下： 

将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科目核算 

将自2017年1月1日起至准则施行日2017年6月12日本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从“营业外收入”项目重分类至“其他收益”

项目，比较数据不调整。 

2、本公司自2017年5月28日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及终止经营》（财会〔2017〕13

号）相关规定，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影响如下： 

区分终止经营损益、持续经营损益列报 

3、本公司自2017年1月1日采用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相关规定。会

计政策变更导致影响如下： 

合并利润表及母公司利润表新增“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并追溯调整。 

非流动资产报废损失计入营业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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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内新设立阿克苏熙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并于2017年4月12日办妥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652901MA77D2RT1M的营业执照。该公司注册资本500.00万元，熙菱信息认缴出资500.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0%。

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2、报告期内新设立乌什县熙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并于2017年07月06日办妥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652927MA77HXE75P的营业执照。该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熙菱信息认缴出资50.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0%。自

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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