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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75                            证券简称：梅安森                            公告编号：2019-049 

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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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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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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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为大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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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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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安森 股票代码 30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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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冉华周 林键 

办公地址 重庆市九龙坡区福园路 28 号 重庆市九龙坡区福园路 28 号 

传真 023-68465683 023-68465683 

电话 023-68467886 023-68467829 

电子信箱 zqb@mas300275.com zqb@mas300275.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业务 

     1、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是一家“物联网+”企业，专业从事安全领域监测监控预警成套技术与装备及整体解决方案的研发、设计、生产、营

销及运维服务（ITSS），利用自身在物联网及大数据方面的优势，在同一技术链上，打造相关多元化产业链，已经成为“物

联网+安全与应急、矿山、市政、环保”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和运维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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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的主要产品及用途 

   （1）矿山业务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物联网技术在矿山安全监测监控与预警领域的应用，为矿山安全生产、灾害防治、指挥调

度、应急救援等方面提供成套技术与装备及整体解决方案和运维服务。围绕瓦斯、粉尘等灾害治理，基于物联网技术的预防

预警及应急联动，通过同一技术链上进行产品线的业务延伸；主要产品涵盖了安全监控系统、人员与车辆定位系统、瓦斯抽

采自动控制系统、瓦斯突出预警系统、粉尘监控系统、数字化矿山综合管理系统、安全监管联网平台、基于行政执法的智慧

安监平台、基于物联网的智慧矿山安全与运营监管平台及其集成等多个模块，能够为企业和政府等用户提供包括采集端传感

器产品、传输控制设备及网络、软件平台（包括安全生产协同管理平台、生产专业系统设计平台、数字矿山综合集成与管控

平台、矿山企业运营管理信息化协同管理平台、政府行政管理信息化协同管理平台等）以及运维服务等内容的安全生产整体

解决方案；同时通过云计算和行业业务的大数据模型，提供安全生产的大数据应用与增值服务。 

   （2）环保业务 

    以公司多年来在监测监控、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及污染防治方面的技术积累为基础，以“互联网+”思维为指导，成功研

发了智能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水务运营管理信息平台、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含废水、废气）、空气质量网格化监测管理

系统等产品。污水处理及运营管理平台产品主要用于乡村、宾馆、农家乐、风景区、高速公路服务区等生活污水以及低浓度、

无毒害工业厂区废水的处理和回用；专业化第三方污水处理运营、集团化污水处理运营、农村污水处理运营、乡镇污水处理

运营、高速公路服务区污水处理运营等多座设施的集中运营管理领域；污染源监控及空气质量网格化产品主要应用在环保部

门对辖区内废气、污（废）水等污染源及其治理设施运行情况、治理后排污是否达标进行全天候监管，将大大提升环境监察

及应急预警能力。 

   （3）市政业务 

     公司基于智能感知、位置服务以及大数据应用面向市政领域形成一系列产品，主要产品如下： 

     ①城管/市政设施智能监控及其平台，包括井盖安全监测系统、下排水道危险源监测系统、桥隧健康监测系统、暴雨点

积水监控系统等，主要用于实现对城市管理/市政工程设施、市政公用设施（井盖、路灯等）、市容环境监督管理的智能化

综合管理指挥。 

     ②城市综合管廊智能化防控产品及其平台，包括结构健康监测系统、环境监测系统、设备监控系统、火灾报警控制系统、

通信系统、以及安全防范系统等监测监控产品，主要用于实现综合管廊全生命周期的运营服务管理与安全保障服务等。 

     ③安监综合管理平台，利用物联网、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宽带多媒体以及地理信息系统（GIS）等技术，基于SOA

架构，以安全生产监管网格化理念为指导方向，以统一的安全生产数据库为基础，集安全生产监管网格化系统、隐患排查治

理系统、安全生产行政执法系统等为有机整体的安全生产大数据应用，涵盖安监信息、网格化监管、隐患排查、行政执法、

监测预警与应急救援等，主要用于实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安全生产监管格局，为各级安委会成员单位实现行业监管，

安监局实现综合监管提供了实用性强、扩展灵活的安全生产综合信息监管平台。 

     ④地下管网综合管理系统，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和数据库存储技术，建立城市地下管线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实现城市地

下管线信息资源（供水、排水、燃气、电力（路灯）、电信、广播电视、工业、热力）的统一管理、互联互通；利用物联网

和大数据分析技术建立地下管线综合运营系统，提供市政设施在线监测集成与管理等功能，提高市政部门日常工作效率、监

管手段和能力，并为监测减灾、事故预警、突发事件应急抢险等提供技术支撑和辅助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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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278,508.23 288,389,193.92 -18.76% 124,008,408.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9,630,474.04 42,019,076.26 -241.91% -82,793,179.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3,609,474.92 28,328,397.78 -324.54% -88,116,879.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125,819.60 68,012,266.13 -51.29% -64,800,326.6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3 0.255 -242.35% -0.49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3 0.255 -242.35% -0.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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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67% 8.14% -19.81% -15.25%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993,346,995.50 1,007,245,563.91 -1.38% 907,544,855.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80,944,328.55 540,600,134.41 -11.04% 500,527,64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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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35,098.81 44,240,249.52 51,877,682.21 97,825,477.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61,999.16 7,981,672.55 2,921,173.37 -74,695,319.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965,288.17 8,004,761.42 2,861,455.63 -78,440,980.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33,871.36 13,034,357.82 -2,838,243.95 20,795,83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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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83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2,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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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焰 境内自然人 29.89% 49,104,800 36,828,600 质押 49,104,800 

叶立胜 境内自然人 6.42% 10,550,000 7,912,500 质押 10,550,000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其他 4.49% 7,368,911    

张健媛 境内自然人 1.77% 2,912,976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农银汇

理（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1.75% 2,882,5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1.39% 2,286,700    

杨兴礼 境内自然人 1.05% 1,729,000    

谢兴智 境内自然人 0.97% 1,601,300 1,200,975   

程岩 境内自然人 0.78% 1,275,000    

谭登平 境内自然人 0.56% 922,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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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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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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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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3,427.85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8.7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963.05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41.91%。截止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为99,334.70万元，负债总额为33,942.33万元，资产负债率

为34.17%。 

     报告期内，公司在产业布局、技术研发、市场营销、应收账款回收、内部管控等方面采取了如下措施，积极推动公司

转型升级，加快新应用领域的业务拓展：  

     1、在产业布局方面，公司积极拓展各新兴业务领域，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为促进公司产品结构转型升级以及中长期发

展战略的顺利实施打下良好的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梅安森中太参股的合伙企业诚瑞通鑫收购伟岸测器13.2289%的股权，交易完成后，诚瑞通

鑫共持有伟岸测器36%的股份。伟岸测器的业务与公司现有业务存在联动效应，符合公司“物联网+”发展战略。 

    2019年1月3日，公司退出诚瑞通鑫，退出后，公司由间接持有变成直接持有伟岸测器12.10%的股份。具体内容详见披露

于巨潮资讯网的公司《梅安森关于退出重庆诚瑞通鑫物联网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公告》。 

    2019年1月30日，公司披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预案》及其相关公告，公司

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伟岸测器87.9016%的股权。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伟岸测器100%的股权，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

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尚未完成伟岸测器的审计评估工作，本次收购尚需在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再次召开董事会及股

东会审议重组事项，并需中国证监会审核批准。如能获得批准并成功实施，将有利于公司转型升级，优化公司产业布局，有

利于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 

     2、在技术研发方面，公司始终坚持应用型研究和前瞻性研究相结合的管理理念，以梅安森研发中心、北京元图为核心，

以外部研发合作为辅，积极推动公司开放式研发平台建设，紧紧围绕既有业务发展方向，强化技术链和产品链的整合，为客

户提供从监测监控、安全防护体系建设、地理信息数据平台、数据清洗、分析以及个性化的数据服务等整体解决方案，为公

司向“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和运维服务商”转型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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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及公司分子公司、研究院累计共获得专利授权67项，其中18项为发明专利、45项为实用新型

专利、4项外观设计专利；公司及分子公司共登记并获得授权软件著作权195项，比上年末增加12项；公司有效矿用产品安全

标志证书144种；公司有效金属与非金属矿山矿用产品安全标志证书18种。 

     3、在市场营销方面，首先，公司继续坚持以服务为导向的营销理念，不断加强客户服务队伍的建设，并进一步完善营

销网络和服务网络，通过全面提升技术和服务的水平与质量，提高公司产品销售全过程的客户体验。目前，公司已建立起符

合ITSS标准要求的标准化、智能化的运维服务平台，持续为公司客户提供全覆盖、全天候的运维服务。其次，加快新业务领

域市场营销队伍的建设，积极引进高水平、高素质人才，调整内部营销体系架构和激励方式，全面调动公司向新业务领域转

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再次，为了进一步整合外部资源，在新业务领域拓展的过程中，积极寻找有市场资源和资金实力的业

务合作伙伴，共同开拓新领域的市场，分散新业务领域的市场拓展风险，促进公司产品应用领域的多元化发展，提高公司整

体抗风险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聚焦主业，公司调整营销思路，制定切实的营销计划，加强过程监督与考核，持续加强营销队伍建设，

取得了显著效果。在矿山领域，公司在稳定已有市场份额的同时，针对新区域成立新的销售组，积极攻坚，矿山业务营业收

入较去年同比增长46.21%，成为本年度收入与利润的主要增长点；环保与市政领域相比矿山领域，未能建立起成熟的销售管

理体系，业绩波动较大，环保业务营业收入因基数较小同比增长66.82%，而市政业务因去年同期有智慧牧业项目确认收入，

而本报告期无类似重大项目，导致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比下降82.35%。 

     4、在应收账款回收方面，公司继续加大应收账款催收力度，加快货款回笼，将应收账款周转率列为各个销售区域重要

的业绩考核指标之一，对各个区域实行应收账款额度管理，以保证公司应收账款得到有效控制，同时公司加强客户信用管理，

严格控制新增业务可能带来的坏账风险。对于账龄超过1年，尤其是3年以上的应收账款，公司已充分考虑了其性质和收回的

可能性，根据公司会计政策，对应收账款按账龄分类计提了足额的坏账准备。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应收账款余额为

296,758,202.22元，计提的坏账准备为87,611,177.68元，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209,147,024.54元，较年初应收账款余额下

降10.88%。 

     5、在内部管控方面，结合公司内部管理及业务发展的需要，报告期内，公司全面推行管理会计制度，财务部按月出具

管理会计报告，基于客观公正的立场，对于存在的各类问题，详细列明落实责任主体、责任期限及处理要求，同时，公司自

2018年1月1日起，实行全员考核制，对各工种岗位实行分类考核，管理人员实施部门指标与个人指标相结合的双重考核模式，

严格执行考核结果，通过推行管理会计及全员考核制度不断提高公司内部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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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山产品 190,787,007.15 102,835,654.24  46.10% 46.21% 85.53% -11.42% 

市政产品 25,871,259.99  17,995,543.07  30.44% -82.35% -82.97% 2.51% 

环保产品 16,438,189.04 13,196,970.02 19.72% 66.82% 99.37% -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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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下滑，主要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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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及净利润主要来源于矿山业务，随着煤炭行业的回暖及曹家滩矿井智能化建设项目的顺利

实施，矿山业务较去年同期有一定幅度增长。 

    2、上年同期，公司营业收入及净利润主要来源于市政业务、矿山业务以及出售江西飞尚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产生的

投资收益，而本报告期市政业务下降幅度较大，且无出售股权类重大投资收益的确认，营业收入与净利润主要来源于矿山业

务。 

    3、期末根据资产的可回收性及可变现价值，对相关应收款项和存货计提了减值准备，其中对黑龙江恒阳农业集团有限

公司的应收款项73,853,899.60元全额计提坏账准备，对公司业绩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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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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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8年8月22日成立山西中颐钛信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0,000.00元，持股比例为51.00%，主要经营范围

为计算机软件开发；计算机网络技术开发;计算机系统服务；计算机硬件、电子电器设备、通讯设备(不含卫星广播电视地面

接收设施)、自动化仪器仪表、矿山专用设备、建材的开发、销售、技术咨询；安防技术防范系统；设计、监理、运营、安

装；环境监测专用仪器仪表的设计、技术开发、销售、安装、维修、技术咨询;建设工程；环保工程；智慧城市项目开发；

城乡规划编制；大数据服务等，中颐钛信自成立之日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马焰 

2019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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