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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熙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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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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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251,5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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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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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 

公司主营业务为：1、智能安防及信息化工程，包括智能安防领域的视频图像和数据分析、开发及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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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业务安全审计、边界

安全软件产品与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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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设计到应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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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实施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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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业务的具体情况如下表： 

主要市场 主营业务 服务内容 

智能安防市场 智能安防设备及工

程实施 

提供城市安防基础建设咨询及规划、配套软硬件集成整合设计、不同厂

商软硬件优化整合集成、产品选型、软硬件详细配置、基础软硬件供货、

软硬件安装调试、硬件改造升级、技术咨询、售后服务等 

软件开发 提供满足用户对于城市公共安全防范相关业务和管理等要求的应用软件

开发及相应的软件产品 

技术服务 提供对于智能安防系统技术升级、性能优化提升、故障分析及恢复、数

据/存储改造、迁移和定期管理、未来技术规划服务，保障客户设备在线

率达标、系统稳定、高效运行 

信息安全市场 软件开发及技术服

务 

提供满足用户业务安全审计需求的软件产品及为用户审计业务过程提供

支持的工具，以及向用户提供对于信息安全及业务审计的技术咨询服务、

技术服务 

信息安全综合解决

方案 

提供对于用户信息安全系统规划、建设、运维以及提供数据中心建设、

故障分析及恢复、数据/存储/容灾和迁移改造服务，保障客户信息系统稳

定、安全运行 

其他软件开发与服务 软件开发、技术服务

和系统集成 

提供其他业务类型的应用软件开发、系统集成及相应技术服务 

 

公司产品或服务的形态主要为工程、软件产品和开发、方案设计、评测、技术服务与咨询等，公司致力于运用视频图像

分析及大数据建模等信息技术，提供社会公共安全防范及信息安全领域相关软件产品、整体解决方案和技术服务。 

本公司主要产品包括熙菱Merlineye魔力眼智慧安防平台系列产品及SNAM数据安全与敏感信息保护系列产品，具体包括

新一代视频图像综合应用平台、图侦工作平台、车辆大数据平台、视频图像解析系统、平安小区综合管理系统、人像识别应

用系统、流动人员大数据预警系统、移动警务APP应用软件、数据资源服务平台软件、业务安全审计平台、安全监测大数据

平台、云安全交换平台、隐私数据防护平台等；同时提供端到端的整体解决方案，具体包含雪亮工程、新一代指挥中心、智

慧监所、机场立体化防控、智慧检查站等整体解决方案。产品及解决方案核心价值是依靠信息和人工智能（AI）技术手段

提升社会公共安全防范水平及数据安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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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936,553.41 798,261,753.11 -18.46% 539,685,205.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454,891.47 80,667,921.16 -72.16% 42,597,345.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030,354.01 76,265,039.34 -80.29% 32,433,903.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548,460.03 -79,371,752.97  31,417,283.5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0 0.504 -72.22% 0.35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0 0.504 -72.22% 0.3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4% 22.36% -18.42% 16.84%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1,083,146,639.16 1,020,703,990.31 6.12% 687,732,188.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94,470,492.99 380,252,457.95 3.74% 303,382,10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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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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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799,822.60 96,790,547.65 362,813,944.11 142,568,524.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873,123.73 -17,620,783.14 28,031,952.16 19,224,583.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753,887.83 -17,628,917.87 26,141,958.66 16,270,669.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0,871,803.72 -60,901,560.22 8,079,769.65 75,145,13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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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7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4,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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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0% 53,880,000 53,880,000   

岳亚梅 境内自然人 12.86% 21,000,000 21,000,000 质押 5,272,000 

阿拉山口市鑫

都技术服务有

限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68% 10,900,038 6,460,000   

新余市嘉禾投

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12% 5,088,000 0   

龚斌 境内自然人 2.38% 3,880,000 0   

周永麟 境内自然人 1.69% 2,751,300 0 质押 2,751,300 

北京中安兰德

文化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3% 2,016,000 0   

华润深国投信

托有限公司－

华润信托·润之

信 87 期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3% 2,015,020 0   

范利芳 境内自然人 1.23% 2,002,560 0   

罗文华 境内自然人 1.17% 1,913,3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股东罗文华是深圳市嘉源启航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上层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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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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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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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照披露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 

     公司的未来愿景是打造公共安全领域实战应用专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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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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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93.66 万元，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245.49 万元，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108,314.66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每股净资产 2.42 元。公司主要业务回顾如下： 

一、主要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聚焦于：1、智能安防及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包括智能安防领域的图像和数据分析、开发及运用，并以

此为基础的软件产品与开发、技术服务和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等业务；2、信息安全产品、服务与综合解决方案，包括信息

安全审计、边界安全软件产品与开发、技术服务等业务；3、其他软件开发与服务。  

    2018 年公司拓展了新疆以外多个省市市场，涉及新一代视频图像综合应用、视频图像解析、智慧小区、车辆大数据、

人车管控、平安城市、指挥中心、智慧监所等安防领域智能安防信息化建设，成功服务了 2018 年 9 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

会及 2018 年 11 月上海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重大活动的安保信息化工作，在公安实战过程中实现了显著战果。 

    报告期内，按业务划分，公司实现智能安防及信息化工程收入 56,714.55 万元，在营业收入中占比为 87.20%；按客户类

型划分，公司政府类客户收入 61,561.15 万元，占营业收入比重为 94.57%；按市场区域划分，疆外营业收入 37,292.37 万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 180.25%，占营业收入比重为 57.29%。  

2018 年，公司经营活动充分聚焦主业，深入挖掘安防行业客户，并且在全国市场拓展过程中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二、研发情况 

    报告期内，IPO 首发募投项目已全部投资研发完成，面向未来的基于微服务和容器化的魔力眼产品升级改造已按计划投

入研发。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总投入 4,588.56 万元，占营业收入比重 7.05%，比上年同期增长 42.26%。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拥有各类软件著作权 144 项，有效期内软件产品登记证书 44 项，已获得发明专利证书 5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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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理能力发展情况 

    体系化建设：公司引入了专业的外部咨询公司进行产品线改革，围绕产品线的运作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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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优化完善产品线运作机制、项目制考核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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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M 系统、经营决策系统在内的等一批信息化系统，同时启动了新一代信

息化一体化云平台（包括供应链系统、项目管理系统、费控系统等）的建设，有效提升了公司运营的效率及质量；  

    组织架构：为强化公司产品化落地能力，公司进一步优化产品线运作机制，将原有事业部运作模式优化为产品线运作模

式，划分视频图像产品线、解决方案产品线、测评咨询产品线，深度践行产品化思维，聚焦产出和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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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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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145,515.66 449,224,213.53 20.79% -12.92% 1.49% -8.31% 

其他软件开发与

服务 
71,240,018.25 51,310,884.28 27.97% -64.99% -59.71% 1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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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金额为65,093.66万元，较去年同期降低18.46%，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由于新疆区域市场环境的

变化，导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比去年同期减少； 

报告期内，营业成本金额为50,457.83万元，较去年同期降低12.83%，主要是本报告期内确认的营业收入减少导致营业成本

减少，同时毛利率较去年有所下降； 

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金额为2,245.49万元，较去年同期降低72.16%，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

公司因受新疆区域市场环境的变化，导致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比去年同期减少；同时，公司为加强全国市场拓展布局和软件

产品化投入，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研发投入均比去年同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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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计政策变更 

  本公司自2018年1月1日采用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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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

定。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影响如下： 

1、将应收账款与应收票据合并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列示 

2、“应收利息”和“应收股利”并入“其他应收款”列示 

3、“固定资产清理”并入“固定资产”列示 

4、“工程物资”并入“在建工程”列示 

5、“应付利息”和“应付股利”并入“其他应付款”列示 

6、将应付账款与应付票据合并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列示 

7、“专项应付款”并入“长期应付款”列示 

8、新增研发费用报表科目，研发费用不再在管理费用科目核算 

9、财务费用项下新增“其中：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项目 

10、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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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新设立杭州熙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并于2018年4月18日办妥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108MA2B254A2K的营业执照。该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熙菱信息认缴出资102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51%。自该

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2、报告期内新设立上海熙菱数据服务有限公司，并于2018年08月03日办妥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10118MA1JMKY82G的营业执照。该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熙菱信息认缴出资51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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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