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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98                      证券简称：中电兴发           公告编号：2019-032 

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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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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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截止 2018 年末扣除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

668,723,62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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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电兴发   股票代码 00229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中电鑫龙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汪宇 甘洪亮 

办公地址 
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九华北路

118 号 

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九华北路

118 号 

电话 0553-5772627 0553-5772627 

电子信箱 xinlongdsb@126.com ganhonglian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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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主要业务、产品分类及服务如下：     

    1、智慧城市建设服务：提供包括顶层规划、勘察设计、深化设计、产品采购、项目建设运维等为一体

的全生命周期服务。     

    2、智能反恐维稳与社会治理服务：提供公共安全及智能反恐维稳、社会治理领域的整体解决方案定制

设计和具体项目建设服务，配套生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超微光感知摄像机、WIFI探针、物联网采集器及

物联网网关、红外热像仪等专业化公共安全产品，以及全智能反恐机器人、排爆机器人、涵道式四旋翼无

人机、通讯设备取证器、警用一体化采集应用分析仪及各式新型单警装备等警（军）用产品。另有公安大

数据实战平台、雪亮工程联网应用平台、智慧社会综合治理平台、智慧城市综合管理平台、智慧应急指挥

平台等软件产品。     

    3、智慧城市运营服务：提供智慧城市云计算中心平台、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智慧诚信、智慧农业、

智慧旅游、智慧停车、智慧路灯、智慧充电桩等涵盖低碳绿色、民生服务、产业发展等的各类智慧应用软

件平台和端到端解决方案。并面向政府、企业、居民，提供高效精准的政务服务、公共服务和社会化服务，

助力各行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和产业升级，拉动地方经济长远发展。     

 在公司所处的智慧城市行业，我国市场需求仍然保持高速增长，国家相关战略规划不断出台，行业发

展环境不断优化，网络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稳步提升，境内外并购持续活跃，人才供给

逐年增加，行业发展前景良好。在智能反恐维稳方面，为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巩固我国经济社会

平稳良好发展，我国政府一直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做好反恐维稳工作，随着“平安城市”、“雪亮工程”的建设，

以及视频监控向基层地区、家庭和个人用户渗透，安防视频监控行业仍将保持稳定增长。 

公司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创新型示范企业、国家级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国家级技术创新示

范企业，拥有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两个省级重点实验室以及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公司是业界承

担单个项目金额亿元以上的重大系统集成项目最多的企业之一，两次荣登《福布斯》“中国潜力100”排行榜；

2017年度入选全球智慧城市解决方案供应商百强榜；2017和2018年度连续入选世界物联网发展潜力百强榜；

在2017年度a&s中国平安城市十大品牌评选中排名第一；2018年度再次获得a&s“中国百大智能集成商”殊荣，

并在细分行业的“平安城市”、“智慧交通”两大板块中名列TOP20榜单，在“安防系统集成”板块中名列TOP50

榜单。公司在智慧城市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市场经验和应用经验，并不断精益求精地复制，促进公司在智慧

城市业务的建设、投资与运营等方面的更好发展，以加速形成并夯实“中国最好的智慧城市建设与运营服务

商”的行业龙头品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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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5,958,521.31 2,025,570,083.97 21.25% 1,671,111,700.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4,762,669.00 172,215,037.92 1.48% 155,797,834.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0,469,065.25 155,150,522.30 3.43% 131,956,969.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702,848.96 150,965,819.13 -234.27% 294,660,016.6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05 0.2446 2.41% 0.239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05 0.2446 2.41% 0.23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4% 4.07% -0.03% 4.70%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6,240,132,080.69 5,861,412,229.06 6.46% 5,418,849,001.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201,743,490.52 4,302,236,816.66 -2.34% 4,158,180,2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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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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586,908.78 548,157,385.19 552,056,369.31 908,157,858.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578,848.31 44,573,274.64 33,604,523.35 57,006,022.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289,569.49 31,266,269.55 32,533,536.65 60,379,689.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9,447,088.29 -97,583,150.28 -176,271,819.94 230,599,20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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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0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7,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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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瞿洪桂 境内自然人 18.42% 127,394,324 95,545,743 
质押 74,375,198 

质押 17,700,000 

束龙胜 境内自然人 12.96% 89,628,726 77,031,544 

质押 13,969,999 

质押 16,160,000 

质押 30,530,000 

芜湖市鑫诚科

技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31% 36,720,936  

质押 29,320,000 

质押 7,400,000 

上海理鼎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88% 19,893,899    

#云泽投资管理

（天津）有限公

司－云泽投资 1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89% 13,080,000    

青岛金石泓信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7% 10,168,093    

中新建招商股

权投资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47% 10,148,800    

宁波中金国联

通泰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0% 9,65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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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国有资

本运营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9% 7,567,338    

广西铁路发展

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8% 7,442,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束龙胜为芜湖市鑫诚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一致行动人，报告期内，束龙胜持有本公司 12.96%

的股份，通过持有芜湖市鑫诚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99.88％的股份间接持有本公司 5.31%的股份，

合并持有本公司 18.27%的股份。 2、瞿洪桂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127,394,324 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的 18.42%，通过云泽投资发行的云泽投资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间接持有公司 

13,080,000 股，合计持有公司 140,474,324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20.31%为公司第一大股

东。 3、未知公司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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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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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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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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 

     综合分析国内外形势，公司积极适应国家经济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高质量发展的总要求，适

应于时代发展的新局面，全面开启公司发展的新征程，报告期内，一方面，公司作为目前中国智慧城市建

设行业具有“九甲”资质的智慧城市服务商，充分把握国家大力发展智慧城市的市场机遇，专注于智慧城市

方向的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关键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专注于智慧城市的建设、投资与运

营，以信息化、大数据和云计算为支撑，已形成面向智慧社会治理、智慧民生服务、智慧产业经济等三位

一体的完全自主可控、国内领先且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核心技术、产品和全面解决方案，在智慧城市领域积

累丰富的市场经验和应用经验，并不断精益求精地复制，促进公司在智慧城市业务的建设、投资与运营等

方面的更好发展，以加速形成并夯实“中国最好的智慧城市建设与运营服务商”的行业龙头品牌地位；另一

方面，加强精细化管理，对内挖潜增效、去存降本，对外开拓市场，坚持“客户导向、求实创新、诚实守信、

合作共赢”的市场价值观，增强研创能力，扩大市场份额，较好的完成了年初确定的各项经济指标和管理目

标，公司综合实力水平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经营业绩取得进一步发展，进一步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

更好地促进了公司合规经营。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8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45,595.85万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 21.25%；实现营业利润22,277.68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0.38%；实现利润总额21,921.21万元，比

上年同期下降3.33%；实现净利润18,836.55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57%；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7,476.2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48%。 

    具体详见公司2018年度全文“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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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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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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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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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营

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天津滨龙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苏州天平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购并 

安徽中电兴发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中电兴发软件研发（北京）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北京普天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枣强县智慧城市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中普慧园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凤凰智慧城市管理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新设成立 

云南中电新联通信网络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昭通中典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昭通欣联企业管理有限合伙企业 新设成立 

曲靖中典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曲靖卓联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新设成立 

普洱中典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普洱卓联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新设成立 

楚雄彝州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楚雄市卓联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新设成立 

湖南恒联通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购并 

 2、本期无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委托经营或出租等方式丧失控制权的经

营实体。 

合并范围变更主体的具体信息详见“第十一节、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瞿洪桂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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