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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807                           证券简称：天迈科技                           公告编号：2020-038 

郑州天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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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本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内容无异议。  

3、公司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4、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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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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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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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报告期末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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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迈科技 股票代码 30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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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洪宇  

办公地址 
郑州市高新区莲花街 316号 10号楼郑州

天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传真 0371-67989993  

电话 0371-67989993  

电子信箱 zqb@tiamaes.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的主营业务 

     公司自设立以来一直专注于智能公共交通领域，公司主营业务为基于车联网技术为城市公交运营、管理及服务提供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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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解决方案。 

    （二）公司的主要产品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智能公交调度系统、远程监控系统、智能公交收银系统、充电运营管理系统。 

     1、智能公交调度系统 

智能公交调度系统是公司基于GIS地理信息系统、GPS/BDS卫星定位技术、CAN数据总线技术、GPRS无线通讯、智能排

班等核心技术，专门为公交企业实现智能化调度开发的一个集行车监控、智能调度、客流分析、出行服务与决策分析于一体

的综合性系统。该系统具有实用性强、操作方便、公交业务涵盖范围广等特点，广泛应用在全国各地公交行业的营运管理和

信息化管理。从产品构成上讲，智能公交调度系统主要由调度监控中心系统、车载智能终端系统、站载智能终端系统（包括

电子站牌、场站信息屏等）组成。从系统模块来讲，该系统由行车监控、排班调度、出行服务、客流分析、线路规划、CAN

总线数据分析、道路通行能力分析七大系统模块组成。 

    2、远程监控系统 

（1）远程监控系统 

远程监控系统是公司专门为客车企业实现自身车辆运行检测与远程诊断的系统。该系统基于GIS地理信息技术、GPS/BDS

卫星定位技术、CAN数据总线技术、GPRS无线通讯和故障诊断技术，通过智能车载监测终端采集车辆位置信息、发动机仪表

数据、运行信息等，并无线上传至车辆运行监测与远程诊断云平台，实现对车辆的实时监控、能耗分析、故障诊断、驾驶行

为分析等功能，满足客车企业对车辆信息化管理和安全监控的各种需求。 

    （2）主动安全管理系统 

近年来，全国各地先后发生多起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而前向碰撞、变道冲突、转弯冲突等是造成交通事故的直接原

因，驾驶员疲劳驾驶、注意力分散等是造成交通事故的根本原因，自燃、纵火、抢夺方向盘等新型交通安全事故也逐渐显现。

基于此，公司成功开发并推出了司机驾驶行为分析及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通过人工智能、机器视觉、人脸识别等技术，

实现上岗前的驾驶员身份识别和酒精检测，行车中的驾驶行为监测告警、路面危险监测预警、车内危险品监测告警等功能。

通过对行车过程的安全数据监测和危险情况预警，打造车辆安全管理的闭环，解决客户对提升企业安全管理水平，量化安全

考核指标和进行针对性培训的问题。 

 3、智能公交收银系统 

智能公交收银系统包括智能防盗投币机、收银柜、点钞台和收银管理系统软件，系统实现了对内胆的全程实时监控，

智能投币机拥有多项专利防盗防伪功能，收银柜改进了传统公交收胆模式，点钞台解决了数据实时上传和票胆收入的归属问

题，有效保障了公交公司运营收入的安全，提高数据可靠性和管理效率。 

4、充电运营管理系统 

充电运营管理系统融合智能公交调度系统和远程监控系统，实现对车辆充电和行驶过程中的全方位监控管理。通过对

车辆充电的监控、调度、管理、分析、协调，加强充电监控管理，保证充电过程的安全性。系统能够实现对充电站、配电设

备的监控，合理安排车辆充电计划，统筹规划新能源公交车辆和社会车辆充电时间，并提供充电预约功能，对社会车辆充电

能够完成支付结算功能。同时系统能够实现充电设备的故障监控与诊断，充电数据的分析、挖掘，实现对整个充电系统的监

控管理。 

充电运营管理系统部署在私有云平台上，支撑整个充电调度运营的需求。软件结构清晰明了，支持主流操作系统、WEB

中间件、数据库的开发和运行环境；基于B/S架构开发，部署快捷；采用在线GIS地图开发，实现全方位地图展现；采用模块

化设计，可以根据业务发展要求进行灵活扩充，实现与智能公交调度系统的无缝对接。 

（三）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拥有独立、完整、适合自身发展的原材料采购、研究开发、生产及产品销售体系，形成了自身的盈利模式。 

1、盈利模式 

公司的主要盈利模式是依托公司在公交领域的深厚经验，承接各地方公交公司、政府机构对公交系统进行智能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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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案需求，并向客车生产厂商提供智能车载终端设备。 

 2、采购模式 

公司的采购模式分为“按需采购”和“集中采购”两种。公司总体实行“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因此主要原材料采用

“按需采购”模式，少数通用件采用 “集中采购”模式，以获得成本上的优势。  

“按需采购”是指生产中心的计划部根据生产订单实际需求，进行物料需求计划分解，进而下达相应的物料计划。采

购中心根据物料需求计划，寻求合格供应商，根据质量、价格、交期等情况选定供应商。该采购模式有利于降低公司原材料

库存，降低资金占用量，提高资金使用率。“集中采购”是指对各销售需求的物料进行合并集中统一采购，采取该采购模式

可使公司获得相对优惠的采购价格，降低采购成本。 

“集中采购”是指对各销售需求的物料进行合并集中统一采购，采取该采购模式可使公司获得相对优惠的采购价格，降

低采购成本。 

3、生产模式 

公司的生产采用以销定产的模式，即根据订单情况来确定生产计划和组织安排生产。公司具备生产现有所有品种产品的

能力，生产方式为自主生产与外协生产相结合，并根据客户不同的进度需求和现有的生产能力，来合理安排公司的生产活动。 

4、销售模式 

    公司的主要客户包括公交公司、客车制造厂以及政府部门，通常需要提供定制化的解决方案以满足其个性化需求，因此

公司销售模式以直销为主。首先通过对目标客户的售前调研，了解其需求及购买能力，并按照客户的个性需求定制产品。此

后，通过现场推介公司的产品及成功案列，结合行业认知情况展示公司的研发制造能力，聚焦公司产品、服务给客户带来的

价值增值，最终通过公开招标或者商务谈判达成销售协议。此外，公司重视行业展会，每年拨出专项经费参展，扩大公司的

影响力，并积极与各方合作，整合各方的资源和优势，增加公司产品的市场份额。 

（四）公司所处的行业分析 

1、行业概况 

公司主营业务为基于车联网技术为城市公交运营、管理及服务提供综合解决方案。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

指引》（2012年修订）标准，公司所属行业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C39）；根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业

分类（GB/T4754-2011）》标准，公司所属行业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下的通信系统设备制造（C3921）。根据

产品应用领域划分，公司属于智能公交行业，为智能交通行业下属细分行业之一。 

智能公交是智能交通的一个细分行业，运用GPS或者北斗定位技术、3G/4G通信技术、GIS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结合公

交车辆的运行特点，建设公交智能调度系统，对线路、车辆进行规划调度，实现智能排班、提高公交车辆的利用率；同时通

过建设完善的视频监控系统实现对公交车内、站点及站场的监控管理。 

在城镇化快速发展及汽车保有量快速上升的情况下，国家已经把发展公交都市，提倡公交出行，上升至国家战略层次；

国务院、交通部等主管单位、部门多次在各种指导文件中强调公共交通的智能化、信息化。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高新技术

的发展，也使广大人民群众感受到了智能公交带来的便利。但另一方面，与国外相比，我国的公共交通的智能化和信息化程

度较低，特别是一些二、三线城市。未来几年，中国智能公交将会迎来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 

2、公司的行业地位 

公司在智能公交相关领域的规模处于行业领先的水平，公司在智能公交调度系统、远程监控系统、智能公交收银系统等

细分领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累计服务客户600余家。 

报告期内，公司的营业收入稳步增长，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保持稳定，未来公司仍将依托现有优势，提升公司研发水平，

加大市场推广力度，提高市场占有率。随着未来募投项目的顺利进行，公司的产能及销售量将进一步扩张，市场占有率有望

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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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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468,847,179.11 365,343,579.99 28.33% 325,104,846.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4,545,927.21 58,255,907.08 27.96% 47,728,814.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0,977,622.87 52,170,401.14 16.88% 44,106,059.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120,904.20 49,627,269.78 -69.53% 34,515,436.0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47 1.15 27.83% 0.9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47 1.15 27.83% 0.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47% 18.41% 1.06% 17.44%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934,004,454.21 584,690,592.27 59.74% 470,108,312.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80,791,006.72 345,555,179.51 97.01% 287,299,272.4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6,697,260.24 137,511,677.10 56,720,935.41 237,917,306.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63,864.04 26,213,067.95 5,857,820.88 44,338,902.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273,046.55 21,036,431.58 2,307,879.78 42,906,358.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000,922.62 63,544,622.81 -60,307,212.80 70,884,41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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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34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3,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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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建国 境内自然 37.27% 25,289,680 25,289,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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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石河子市大

成瑞信股权

投资有限合

伙企业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4.85% 10,075,560 10,075,560   

郭田甜 
境内自然

人 
3.42% 2,321,240 2,321,240   

河南德瑞恒

通高端装备

创业投资基

金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47% 1,000,000 1,000,000   

张玉娅 
境内自然

人 
1.31% 892,000 892,000   

河南华夏海

纳源禾小微

企业创业投

资基金（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18% 800,000 800,000   

西藏信晟创

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64% 431,000 431,000   

李留庆 
境内自然

人 
0.59% 400,000 400,000   

新兴创新壹

号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58% 396,000 396,000   

深圳前海森

得瑞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57% 389,000 389,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郭建国与郭田甜系父女关系，郭建国与石河子市大成瑞信股权投资有限合伙

企业合伙人田淑芬系夫妻关系。另，郭建国与大成瑞信、郭田甜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

其余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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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总体经营情况 

2019年，公司管理层在董事会的领导下，按照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和总体经营规划，紧抓行业发展机遇，积极拓展业务，

公司全年各项工作有序推进，主要经营和发展目标达成良好，业绩稳步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884.72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454.59万元。 

   （二）公司主要业务开展情况 

    1、完善公司治理体系，稳步推进上市进程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证监会和交易所的上市审核要求，推进上市进程，积极加强在财务规范、内部审计、风险管控等多

方面的持续优化工作，积极完善公司治理体系，切实落实公司内控制度，坚持依法治企，建立科学有效的决策机制、市场反

应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进一步推动公司管理向规范化、标准化发展，为公司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有力的基

础。公司于2019年11月1日获得证监会批复，核准公司公开发行1700万股股票，并经深交所同意于2019年12月19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在创业板的成功上市，极大地提升了公司的市场知名度和影响力。 

    2、加大品牌推广力度，积极拓展产品市场 

    2019年，公司加大品牌和产品宣传力度，持续深化与现有客户合作，同时积极开发新客户，拓展市场范围，提高市场占

有率。报告期内，公司先后中标郑州市公共交通总公司“郑州市城市智能公交系统工程”项目一标段、深圳市西部公共汽车

有限公司“公交车辆主动安全智能防控设备”项目等，带动公司业绩稳步增长。  

    3、依托核心技术优势，积极开展业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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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依托车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的城市智能交通整体解决方案方面的优势，开展与行业先进知名企业的合作。

报告期内公司先后与阿里巴巴旗下高德软件、海康威视、中兴通讯等签署合作协议，共同开展技术研发，推动5G、AI、大数

据等技术在城市智能交通领域的落地，实现公司产业优化升级，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4、推动募投项目实施，解决产能瓶颈问题 

   公司募投项目“物联网产业园项目”，主要是扩大智能公交相关系统的硬件设备，尤其是GPS/BDS车载终端、监控一体机、

智能投币机、电子站牌、车载屏（节站器）、客流调查器等产品的生产能力，进一步提升生产工艺及产品品质，解决产能不

足问题。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已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先期投入，目前募投项目进展顺利，项目完工后，将显著提升主要产品

的生产能力，完善企业技术研发和创新环境，增加公司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公司盈利能力。 

    5、坚持自主创新，实现业务突破 

2019年研发团队自主创新，实现新突破。公司完成了出租车监控服务平台及出租车终端的研发投产，使公司业务生态跨

入新的领域。完成了安全平台的产品开发及发布，在十几个客户进行推广，受到客户好评。与中兴进行战略合作，成立5G

自动驾驶生态实验室，共同探索5G在智慧交通领域的应用。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共拥有156项专利，其中有20项发明专利、

59项外观设计专利和77项实用新型专利。此外，公司及子公司共拥有124项软件著作权，研发实力得到进一步得到提升。 

6、完善供应链体系，提升交付能力 

2019年公司供应链体系日臻完善，交付能力进一步提升。全年完成生产投币机、车载机5万余台，充电桩、电子站牌、

全彩屏等产品圆满完成交付任务。通过精益生产、MES系统的导入，全年人均产值同比增长23%，成品一次检验合格率达到98%，

供应链体系的柔性交付能力得到进一步的锻炼和成长。 

（三）2019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 

报告期内，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编制的2019年度盈利预测报告进行审核，并于2019年9

月25日出具了《郑州天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广会专字[2019]G16038730928号）。公司2019年度

预测营业收入48,286.69万元，预测营业利润7,495.97万元，预测利润总额8,055.03万元，预测净利润7,308.68万元，预测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282.45万元，预测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6,137.19万元。 

2019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884.72万元，营业利润7,501.81万元，利润总额8,268.04万元，净利润7,478.97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454.59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6,097.7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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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业务年度口径汇总的主营业务数据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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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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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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会[2019]8号、财会[2019]9号、财会[2019]6号、财会[2019]16号、财会[2017]22号和“新金融工具准则”通知

或文件的要求，公司将执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债务重组准则、财会[2019]16号、新收入准则的相关规定，其余未变更

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

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根据要求，公司自上述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相关企业会计准则和新的合并财务报表格式。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

际情况。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涉及以往年度的追溯调整。本次会计

政策的变更及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

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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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2月14日公司新设立全资子公司启航（天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截至2019年

12月31日，公司缴纳出资10.00万元。该公司自成立之日起纳入合并范围。 

2、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天迈智慧交通研究院有限公司已于2019年9月依法完成清算，不再将其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 

3、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郑州天迈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已于2019年11月依法完成清算，不再将其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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