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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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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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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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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7120288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0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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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宝股份 股票代码 00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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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妹妹 王坚 

办公地址 江苏省丹阳市横塘工业区 江苏省丹阳市横塘工业区 

电话 0511-86644324 0511-86644324 

电子信箱 ir@hengbao.com ir@hengbao.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恒宝股份是中国金融科技、物联网和数据化安全领域的领军企业，致力于为银行、通信、政府公共服务部门、防务、交

通等领域提供金融科技、物联网和数据化安全及身份认证整套解决方案，从安全设备到支付安全、身份与隐私保护、移动支

付解决方案、云认证访问服务、智能模组、平台服务、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等，公司以雄厚的技术实力和多年在物联网和数

字安全领域独特的经验助力客户为数十亿用户设备提供安全数据服务。 

业务方面，公司主要面向致力于为银行、通信、政府公共服务部门、防务、交通等多个行业致力于提供高端智能化产品

及数字安全解决方案等服务。具体包括：通信和物联网连接、安全产品、系统平台、身份认证识别、数据安全、移动支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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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方案、智能终端、智能卡、智能卡模块封装，以及金融科技服务等。此外，公司在区块链技术研究已有一定的储备，在信

息安全、数据交易等方面均进行了布局。 

目前，公司的客户遍布海内外。一方面，在国内取得了国家十大部委等政府机关的信赖，并与100多家银行、三大通信

运营商建立了稳健的合作；另一方面，为助力“一带一路”建设，与银联国际达成了多项战略合作，先后在柬埔寨、缅甸、

澳大利亚等地区，首发恒宝银联卡，是银联海外新兴支付业务布局中，参与项目最多、合作最紧密的企业，也是国内入围银

行智能卡及数据安全解决方案等服务提供商最全的企业之一。 

具体产品方面表现如下： 

安全产品为商业银行、行业客户和物联网客户提供基于智能手机的移动互联网身份识别或安全支付端到端解决方案和物

联网通讯过程中的信息加密和传递加密。在可信执行环境（TEE）体系成为共识的背景下，提供集TEE、TA、eSE、TSM、

TAM的完整的安全解决方案。公司与产业链合作方紧密合作，提供适合不同应用场景的安全解决方案。公司在产品技术、

应用拓展，产业链合作等方面具备一定的先发优势。 

智能IC卡产品主要原材料为CPU芯片，公司通过参加商业银行、城市一卡通等客户的公开招投标获得发卡资格和订单，

并按照招投标确定的价格和订单数量销售给客户。该业务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为卡片销售价格的变化幅度。 

通信和物联网连接是以CPU芯片为基础，为运营商的通讯设备和物联网终端设备提供连接服务。该业务主要驱动因素为

连接设备数量。公司一直以来在三大运营商占有较高比例。尤其在物联网市场不断增长的情况下，连接设备会大幅增长。 

智能终端是移动互联网时代方便持卡人随时随地进行IC卡有卡支付和圈存的移动终端，传统燃气、交通等民生便民应用

对线上充值与支付需求明确。mPOS、智能POS等互联网POS产品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传统POS的更新换代产品。税控盘是国

税总局规定的增值税纳税人必备的税控设备，销售价格由国家发改委确定。公司终端产品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为产品销售量

和成本控制。 

系统平台产品主要面向商业银行及行业客户提供行业一卡通、移动支付整体解决方案，面向商业银行及行业客户提供金

融IC卡即时发卡以及社保卡、居民健康卡等行业卡的即时补换卡整体解决方案。其中移动支付整体解决方案聚合了手机PAY、

行业HCE、二维码、手机TA盾最新技术，是国内外商业银行业务需求热点，也是公司培育的新的业务增长点。 

金融科技服务主要面向金融领域，立足于公司长久以来在金融行业的丰富经验，通过技术手段的应用，尤其是计算机互

联网技术以提高金融服务质量和效率、降低金融机构运营成本。公司主要专注于在支付科技、交易科技、税务科技、监管科

技和保险科技领域的开拓，并且一直致力于区块链技术在这些领域的应用。金融科技服务是在金融领域的新增长业务。 

    特种通信物联网业务主要面向公安、消防、国防建设、国家安全等应用领域市场，重点布局高端传感器设备、通信加密

终端、智能侦测终端等核心产品。在充分了解客户需求之后，与传统通信设备制造企业合作，在传统产品中融合了公司在金

融支付，移动通信、信息安全等领域的技术优势，形成了新一代高端智能安全通信设备；并结合智能云服务平台，为客户提

供应急指挥通信、数据链等特种应用整体解决方案。该业务是公司培育的新的业务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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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1,690,305,333.68 1,368,374,091.69 23.53% 1,353,352,597.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5,493,021.11 162,648,403.93 -10.55% 146,405,344.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2,113,790.14 104,212,945.50 -11.61% 161,271,044.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8,243,108.85 -429,867,978.47 -236.84% 304,691,558.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5 0.228 -10.09% 0.2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5 0.228 -10.09% 0.2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82% 9.48% -1.66% 9.17%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2,250,514,166.49 2,186,573,315.72 2.92% 2,114,073,367.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94,006,700.33 1,794,188,026.42 5.56% 1,635,809,03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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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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6,023,927.67 460,692,071.61 321,272,418.05 472,316,916.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3,244,824.42 44,497,069.61 23,875,209.11 33,875,917.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1,213,662.89 42,967,299.07 21,187,606.61 -13,254,778.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04,902,532.83 238,382,163.87 125,735,385.79 119,223,02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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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55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7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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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京 
境内自然

人 
20.21% 143,925,147 107,943,860 质押 143,752,899 

中央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97% 14,048,600    

恒宝股份有

限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

户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08% 7,693,602    

马晓兰 
境内自然

人 
1.06% 7,530,400    

浙江锦鑫建

设工程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99% 7,057,500    

蓝歆旻 
境内自然

人 
0.82% 5,860,000    

蒋国梁 
境内自然

人 
0.81% 5,740,000    

蒋丽娜 
境内自然

人 
0.64% 4,550,000    

蔡晓 
境内自然

人 
0.57% 4,090,700    

曹志新 
境内自然

人 
0.27% 1,953,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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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钱京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上市公

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前十大股东马晓兰通过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160,400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6,370,000 股；浙江锦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通过东

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7,057,500 股；蓝歆旻通过招

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5,860,000 股；蔡晓通过国泰

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4,090,7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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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及工信部公布的相关数据，截止2018年末，全国银行卡在用发卡数量75.97亿张,环比增长2.86%，全

国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5.7亿户，全年净增1.49亿户。报告期内，国内金融IC卡及通信卡的总体发卡规模仍在，但行业竞争

日益激烈，加剧了公司卡业务的下滑。报告期内公司卡业务营收及毛利率同比下降；报告期内，公司加快物联网布局，公司

特种物联网形成规模销售收入，但由于该业务还处在前期的研发投入试用阶段，现阶段的毛利率较低。同时，报告期内公司

积极布局海外市场，加大了中东非洲、东南亚、北美等国际市场的开拓力度，加大了在移动支付系统等系统平台的产品投入，

提高公司在海外地区的市场占有率，平衡公司区域业务收入结构。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9,030.5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3.5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549.30万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10.55%；营业成本134,325.1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6.20%；管理费用、销售费用、财务费用三项期间费用

共计发生13,808.11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8.96%；研发投入12,187.4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0.07%；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58,824.3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01,811.11万元。 

    一、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发展情况如下： 

1、物联网业务方面，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深化特种通信物联网业务布局，不断开拓市场，加强技术创新，并结合公司

在金融支付，移动通信、信息安全等领域的技术优势，积极培育物联网成为公司中长期新的业绩增长点。2018年，该业务实

现营收74,281.73万元，公司将继续通过技术的不断突破创新，结合区块链等信息安全技术，不断提高该项业务产品市场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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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力，增加产品附加值，提高产品毛利率。 

2、智能卡业务方面，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金融银行卡产品销售力度、加强创新研发，获得多项产品专利，公司产

品在工商电子营业执照，居民健康卡，社保卡，市民卡，一卡通，道路交通运输证、公安部eID等行业IC卡新增入围项目数

量进一步增加，但由于产品销售价格大幅下降，产品盈利水平同比下滑；公司SIM卡、M2M产品三大运营商集采全部中标；公

司eSIM卡产品实现新突破，完成三大运营商的备案测试，实现电信研究院商用，并在终端设备商取得新市场推广策略的突破，

完成了多个项目测试及商用。此外，公司通信产品还完成了16949车规产品合规性认证，具备车规级产品供货资格。后期公

司将在继续拓展销售力度，抢占市场份额的同时，加快产品开发和布局，丰富产品线及解决方案，同时加强供应链管理，从

原材料采购、生产制造两方面持续降低成本，加强产品质量管控，巩固产品市场竞争力，保持产品利润水平。 

3、安全终端产品方面，报告期内公司税控盘产品业务同比增长23%。此外，2018年公司独家助力银联发布全球首款手机

POS产品，并作为银联核心技术合作伙伴，独家助力工商银行手机盾产品，亦获取银联卡受理终端企业资质、mPOS取得银联

产品资质，并受邀加入互联网金融身份认证联盟(IFAA)。 

4、系统平台业务方面，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大力开拓系统平台业务，集成公司各产品线及第三方的硬件产品，面向银行

提供移动金融科技服务一揽子解决方案，提升银行金融服务能力，成功中标湖南女子学院校园一卡通平台等多个项目，与多

家银行、企事业单位、学校建立合作，业务增长迅速；同时，公司建立售前咨询、产品设计、系统研发、实施交付、技术支

持过程管理体系，构建系统平台从市场开拓到项目交付的端到端全过程服务能力。 

5、海外业务拓展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在肯尼亚地区成功完成全资子公司恒宝（中东非洲）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并

成功将业务拓展至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苏丹、加纳、乌干达、摩洛哥、毛里求斯等国家。此外，恒宝中东非洲公司引领

恒宝成功入围埃塞俄比亚电信供应商，是公司实现海外布局的重要里程碑。同时，2018年新加坡国际公司加大了对马来西亚

市场的开拓力度，完成马来西亚个人化中心MODULAR的收购工作，加强了双界面卡的推广，成功加入VISA全球双界面推荐卡

商名录，并成功通过pure产品认证。公司将继续积极开拓海外市场，紧跟银联步伐，持续推进，大力营销，迅速增加公司在

东南亚以及中东非洲地区的市场份额。 

二、公司知识产权建设情况 

2017年12月，公司顺利完成《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贯标认证，获得了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将知识产权贯穿

于企业创新和市场竞争的全过程，知识产权管理的规范化、系统化、程序化、精细化，可以使企业合理有效的运用知识产权，

抵御知识产权风险，从而提高企业自身的竞争力，保证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大潮中稳定发展。2018年公司在不断提高侵权

风险防范和应对能力的道路上继续前进，新增发明专利申请110件，实用新型专利25件，新增专利授权33件，计算机软件著

作权总量29件，并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荣誉称号。 

三、资本合作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资本合作，加大在智慧农业领域的技术和应用开发，与华领鋆弘合作设立智慧农业&物联网股权投

资基金，借助华领鋆弘在股权投资及资本运作方面的成熟经验，加速该业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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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证类 5,465,679.36 530,470.98 29.07% -2.00% -0.14% -6.75% 

制卡类 766,358,165.22 74,378,817.82 26.00% -22.69% -21.22% -4.59% 

模块类 118,516,593.95 11,502,616.60 12.25% -27.79% -26.42% 0.65% 

特种物联网业

务 
742,817,314.91 72,094,062.86 11.97% 362.33% 371.11%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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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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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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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按照

上述通知编制2018年度财务报表。可比期间数据已相应调整，列示如下： 

                                                                                                                                                                                                

单位：元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 2,750,838.58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18,242,478.81 

应收账款 215,491,640.23 

应付票据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96,091,087.92 

应付账款 96,091,087.92 

管理费用 210,942,575.86 
管理费用 89,158,810.04 

研发费用 121,783,765.82 

营业外收入 54,455,331.80 营业外收入 54,234,533.80 

其他收益 40,871,580.76 其他收益 41,092,37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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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在肯尼亚设立全资子公司恒宝（中东非洲）有限责任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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