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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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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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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了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天职业字[2020]25046

号），具体详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

明》（天职业字[2020]29702 号）。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详情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

关公告，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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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网力 股票代码 300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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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丰 胡潇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 1 号望京 SOHO

塔二 C 座 26 层 

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 1 号望京 SOHO

塔二 C 座 26 层 

传真 010-82328940 010-82328940 

电话 010-82325566 010-82325566 

电子信箱 irm@netposa.com huxiao@netposa.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要业务及行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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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成立至今一直专注于安防视频监控行业，是国内领先的视频管理平台与安防人工智能平台的提供商。根据全球科技

研究机构Omdia报告显示，东方网力在2014年、2016年、2017年和2018年市场排名是中国第一、世界第三的VMS（视频监控

管理软件）供应商（数据来源：“Omdia于2019年7月发布的视频监控市场占有率数据，此结果并非商业背书，Omdia不承担

由此引发的任何责任”）。截止2019年末，公司为1个部级联网平台、7个省级联网平台、68个地市级联网平台提供服务。公
司承建的公安部联网平台将构建完善的视频联网数据治理、管理和应用体系，实现部、省、市、县视频图像级联应用，服务

满足各警种业务对视频资源的应用需求，为公安应用提供更加优质的视频监控联网基础服务和有力的技术支撑。公司“成为
国内最具竞争力的视频管理平台提供商”的愿景已然实现。 

在技术的演进、产业政策的支持和产业正在发生的变革的促进下，公司提出“成为国内领先的以视频为核心的城市数据
平台提供商”的未来三年战略规划，在国内率先推出了新一代视频图像联网平台、数据联网平台、视频图像解析系统、智慧

安防社区系统、VID视频数据治理系统、视频图像综合应用系统、公安视频侦查平台2.0版。2019年，公司持续发挥创新优势，
推出了数据业务中台、视频图像信息数据库、城市大数据综合应用系统等产品。将AIoT等前沿技术融入产品中，融合到城

市管理的公安、政法委、应急指挥、社区等各个用户业务场景中，并在30多个地市落地，为公司在新的产业变革大潮中打下

坚实的基础。 

 

2、主要产品及解决方案 

公司的产品和解决方案随着安防行业的变革持续升级和创新，先后推出了视频联网平台（PVG）10.2、视频图像解析系

统2.0、智能安防社区系统、VID视频数据治理系统、视频AR、数据联网平台等产品以及公安视频综合应用、雪亮工程、智
慧社区、多场景智能安防等解决方案。 2019年公司推出了数据业务中台产品，该产品是以视频数据为核心的城市数据治理

平台，未来可对各警种实战业务应用赋能，进一步加强了公司产品的竞争力，丰富了公司的“万象产品体系”。 

 

整个产品体系覆盖从前端感知到数据连接、视频智能、数据智能，再到行业应用场景的产品以及解决方案，共计10余类

产品、8类解决方案，广泛服务于雪亮工程、智慧警务、应急管理、智慧社区等不同领域。 

 

以下对部分重点产品或解决方案进行介绍。 

（1）视频联网平台- PVG10.2 

PVG10.2是当前行业内少数具有千万级视频资源管理能力的联网平台。为雪亮工程及公安图像联网提供了优秀的解决方
案。PVG10.2主要面向公共安全行业，为用户提供视频数据的统一接入、安全存储、集中管理，实现跨地区、跨部门的资源

汇聚和共享，不仅满足各行业视频数据的接入和整合需求，而且实现千万级视频资源管理、视频资源数据治理、视频统一配

置管理、用户管理、视频监控、云台控制、录像回放与下载、国标级联/互联、树状/星状联网、跨级点对点传输、跨域点对

点传输、国标级联监测等功能。历经十余年的更新迭代，通过该产品接入公安领域的视频总路数超过200万路，其中包括1

个部级联网平台、7个省级联网平台、68个市级联网平台。 

（2）数据联网平台-PVG-DAG 

公司数据联网平台主要面向城市公共安全、公共管理领域内所需的视频和包括视频结构化数据、实时感知数据在内的各
类数据资源的统一接入并，实现跨网、跨地区、跨机构的数据汇聚与转发；平台支持动态横向扩展，提供可视化的全面运维

能力，满足智能时代数据接入清洗转发的应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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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视频图像信息综合应用平台 

视频图像信息综合应用平台依据“十三五”平安中国建设规划的技术要求，通过整合GIS系统、联网/共享平台、离线采集

设备、视频图像分析系统、视图库、统一鉴权等信息系统，集成深度学习、大数据分析、云存储等先进技术，提供时空分析、

视频监控、布控告警、视图解析、案事件管理等公安视频图像信息的综合应用服务，并以模块化门户应用服务，为各警种提

供可根据自身业务需求灵活配置的各类视频图像信息应用。 

 
视频图像信息综合应用平台逻辑架构展示 

（4）视频侦查系列产品 

随着AI和大数据技术在公安行业的快速落地，视频侦查技术正由传统的快速采集和查看向智能化更高的结构化数据快

速检索和查询、多维数据碰撞等方向发展。公司视频侦查系列产品紧跟技术发展方向和客户需求快速迭代升级。公司视频侦
查系列产品利用视频快采、多格式解码、视频结构化、目标快搜、图像增强等多种视频智能分析应用技术，深度融合案、事

件侦查业务，提供包括视频快采、目标快搜、图像增强等应用功能的若干单兵设备，以及提供海量涉案视频跨域时空分析、
视频线索与多源数据碰撞比对、多部门合成作战等应用功能的实战平台，重点解决案事件侦破过程中基于视频智能应用的查

人、找车、串案等问题，全面提升案事件侦破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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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侦查实战云平台 

（5）视频图像解析系统 

公司是国内首批《GA/T 1399公安视频图像分析系统》和《GA/T 1400公安视频图像信息应用系统》等标准的参编单位。
视频图像解析系统完全符合并优于上述标准，为公安行业提供了统一的视频图像解析和大数据应用服务平台，并在全国已广

泛应用。 

视频图像解析系统基于GPU+CPU的混合云计算框架，通过整合视频资源、车辆卡口资源、人脸卡口资源、RFID数据资

源、WIFI探针资源等多种数据信息，在数据实战领域进行持续创新，构建了人、车、物、事件的检索、分析、研判体系，
为完善社会治安综合防控体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以地图为中心的时空一体化资源可视化检索挖掘能力 

（6）视频图像信息数据库 

视图库遵循《GA/T 1399公安视频图像分析系统》和《GA/ T1400公安视频图像信息应用系统》等标准，依托物联网多
维感知、视频图像深度学习、混合云计算、数据挖掘等技术，对视频图像的原始信息进行内容解析，将获得的结构化信息与

其他感知数据（GPS、WIFI、RFID等）和原始视频数据相结合，构建视频图像信息数据库,并通过公安视频图像信息应用平
台提供面向全警业务应用与服务的实战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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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VID视频数据治理系统 

VID视频数据治理系统致力于处理超大规模视频、图片资源，提取其中有价值的目标信息，利用新型聚类算法、大数据
挖掘、深度学习、分布式级联等技术手段，在海量视频数据中对人、车等价值信息进行聚类归档，赋予唯一视频身份编码，

并建立标准视频身份档案。通过融合用户方大数据资源，结合实际业务，建立多维数据业务分析模型，实现对全目标对象的

精细化管控，从而形成一套全新的数据资源管理应用体系。报告期内，VID视频数据治理系统在某省试点成功并得到全省推

广，标志着公司在视频数据治理领域取得了先发优势。 

（8）城市数据平台暨城市大数据综合应用系统 

城市数据平台整合先进的视频AI计算能力和大数据分析能力，依托公司在视频联网市场的领先地位，构建以视频数据
为核心数据资产的场景级和城市级数据治理平台，围绕城市数据治理平台加快公司技术、业务、产品融合和核心业务能力沉

淀，提升公司数据治理能力水平和核心竞争力；同时，以城市数据治理平台为载体布局智慧城市各类应用场景，积极探索包
括社区、金融、医疗等2G和2B应用场景的数据需求，促进场景化数据应用产品、数据服务以及解决方案的创新，以产品和

技术创新引领公司战略转型，全面推进公司“从视频到数据、从AI到DI、从软件到服务”的发展目标。 

 
城市数据平台 

（9）智能安防社区系统 

智能安防社区系统通过采集汇聚小区各类感知数据, 并拉通小区局域网、物联网、政务网、公安网等多个网络，融合小

区感知数据和公安、综治、网格、民政、物业等部门的业务数据进行数据交互、协同处置，实现了社区层面的数据协同。 

智能安防社区系统依托大数据技术，面向基层警务实现了“打、防、管、控、服”的应用需求，面向社区综合治理实现了

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和公共安全应用需求。目前，智能安防社区在上海试点成功并在全国30多个城市得到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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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安防社区系统功能展示 

（10）人脸识别应用系统 

人脸识别应用采用先进的人像识别算法，通过海量人像数据训练，大幅提升人像数据采集效率与人像特征提取能力。通

过结合公安行业业务应用，实现动态黑名单布控和静态大库检索等各项功能，在公安业务应用中实现对目标人员的事前预防

和事中管控、事后追踪查询的立体化人员现代化管控方式，满足现阶段公安各部门对人员管控需求。 

 
（11）雪亮工程解决方案 

在“AI+”的环境下，公司雪亮工程解决方案有助于构建城乡一体化的新型城市治理格局，依靠云计算、大数据、深度学
习等先进技术，以综治信息化为支撑、以网格化管理为基础、以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应用为重点，推动综治中心建设规范

化、实战化，把治安防范延伸到群众身边，共同参与治安防范，有效解决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为服务人
民群众、创新社会治理、建设智慧城市、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起重要作用。 

(12)公安合成作战解决方案 

合成作战解决方案结合当前图像识别、云计算、大数据、等先进技术，通过共享、整合、清洗，丰富涉案视频图像信息
库；通过对历史视频图像结构化及智能识别标注，提供高效专业的情报研判分析服务；合成作战解决方案以案件为中心、人

员为突破口、情报分析为指导，提供部门协作、案件侦办的统一平台，解决案事件串并、信息来源、合成作战、研判分析、
战果统计等问题，为打击犯罪的提供有效支撑。 

 

3、业务版图 

公司现在国内设立6个研发中心和21个区域办事处，业务覆盖国内全部省、市、自治区以及境外东南亚部分地区。公司

旗下有广州嘉崎、动力盈科等子公司。广州嘉崎聚焦于公安视频侦查业务；动力盈科主要从事社会化视频监控运营及安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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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集成服务。 

 

4、行业发展情况和业绩驱动因素 

随着雪亮工程、大数据、智慧社区、应急管理等政策不断发布，新建设项目不断得到批复建设，项目体量变得越来越大。

在当前抗击新冠疫情的战役中，公司除了在武汉等重点城市全力支持各级政府提供技术保障，更在实战中切实体会到公司各

类产品在疫情防控中的重大价值。 

公司始终在自己核心技术领域持续加大投入，不断清晰战略定位，持续进行压强式研发投入，对品牌塑造、营销网络建

设、本地化的服务能力和组织文化建设不断投入，逐步显现成效，公司在产品、技术、行业解决方案等方面竞争优势增强。
安防应用与各行业呈现加速融合的趋势，安防产业的市场集中度逐步提升，进入门槛不断提高，技术、品牌、资本的整合趋

势开始呈现，研发、生产、销售、系统集成、服务等综合影响进一步增强，有利于企业的快速发展及安防行业优质企业形象

的树立。 

（1）技术变革 

随着物联网、AI、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日益成熟，城市新建的系统数量、规模不断扩大；城市产生的数据量成指

数增长；AI的渗透率越来越高、越来越贴近实战应用，已建设完成的系统逐步开始进行智能化改造，整个市场空间正在逐
渐被打开。公司面向的主要场景——城市，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革。 

（2）政策支持 

近三年以来，中央各部委和各地方政府密集出台了大量指导和促进智能感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相关的产业
发展的政策。2018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推进城市发展的意见》，2018年5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了国家大数据战略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地位和时代意义，
指明了中国大数据发展的科学理念和战略布局。2018年6月工信部、应急管理部、财政部、科技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安全

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新定义了基础设施建设，把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
定义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并将基础设施列为2019年重点工作任务之一。 

相关政策的不断推出，将驱动产业互联网和安防行业汇聚于城市这个最大的应用场景。根据国际调研机构Gartner、IHS

陆续发布的物联网、大数据方面的市场调研报告显示，预测未来十年，视频物联、大数据市场规模将达到7000亿美元，再加

上由此产生的运营服务市场，整个市场规模将达到万亿美元的规模。 

（3）产业变革 

在技术变革、产业政策双重因素的推动下，物联网建设越来越普及、场景越来越多、AI等新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应用需求不断催生，城市已经成为产业互联网最重要的场景。城市的治理已经从平安城市朝着新型的智慧城市演进，整个产
业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跨界巨头、传统企业和初创公司纷纷涌入这个市场。 

技术的演进、产业政策的支持和产业正在发生的变革使得公司的业务与发展也将随着产业变革的大潮一起经历一次深刻
的变革，经历“从视频到数据、从AI到DI、从软件到服务”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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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353,502,239.04 2,247,336,257.04 2,247,336,257.04 -84.27% 1,854,722,863.50 
1,854,722,863.5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193,272,974.23 314,610,134.48 314,610,134.48 -1,114.99% 384,706,472.72 384,706,472.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34,548,603.37 408,476,320.64 408,476,320.64 -769.45% 367,725,410.82 367,725,410.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568,713,776.65 10,235,659.86 10,235,659.86 -5,656.20% 88,827,252.95 88,827,252.9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6795 0.2641 0.2641 -1,114.58% 0.3251 0.3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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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6795 0.2629 0.2629 -1,119.21% 0.3212 0.32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6.36% 8.31% 8.31% -144.67% 11.32% 11.32%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4,016,443,879.55 8,218,086,804.60 8,248,086,804.60 -51.30% 6,235,252,605.80 
6,235,252,605.8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741,628,946.31 3,969,665,135.18 3,969,665,135.18 -81.32% 3,615,565,226.61 

3,615,565,226.6
1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1、前期会计差错更正（1）2018 年 12 月 20 日，本公司违规与深圳市民信惠保理有限公司签订编号为【BL2018DFWL1218】

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合同约定保理融资额为 3,000.00 万元，担保方式为应收账款质押，保理融资期限至 2019 年 6 月 19

日止，深圳市民信惠保理有限公司已根据公司出具的《委托付款函》于 2018 年 12 月 20 日全额付款至北京银泰锦宏科技有

限公司，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账面未记录该笔交易，本期对期初数据进行追溯调整，调增期初预付账款 3,000.00 万元，

调增期初短期借款 3,000.00 万元。（2）本公司自查发现并经本公司原实际控制人确认，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原实际控

制人通过预付账款占用公司资金 3,171.00 万元。本期对期初数据进行追溯调整，调增期初其他应收款 3,171.00 万元，调减期
初预付账款 3,171.00 万元，同时调增同期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171.00 万元，调减同期购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 3,171.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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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105,979.83 267,884,282.78 39,455,052.43 -293,943,076.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5,993,059.21 -52,685,847.61 -300,316,628.03 -2,926,263,557.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078,173.83 -45,083,652.06 -296,890,257.74 -2,410,652,867.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8,020,262.61 -404,362,011.11 -56,990,767.52 120,659,26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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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681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67,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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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光 境内自然人 19.11% 228,462,735 228,462,735 
质押 226,606,088 

冻结 228,462,735 

川投信息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48% 89,456,865 0   

蒋宗文 境内自然人 5.73% 68,519,346 68,519,346 质押 63,408,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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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结 5,110,552 

高军 境内自然人 2.91% 34,834,101 34,834,022 
质押 30,408,981 

冻结 4,424,269 

北方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北方信托盛

世景新策略 9

号单一资金信

托 

其他 2.53% 30,293,040 0   

郭军 境内自然人 1.06% 12,676,434 11,127,533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4% 8,839,429 0   

李关宝 境内自然人 0.54% 6,514,486 0   

钟宏全 境内自然人 0.50% 6,000,051 0   

西藏天阔数码
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8% 5,740,57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刘光先生持有的全部 228,462,735 股股份的表决权全部委给公司现控股股东川投信产。 

2、北方信托盛世景新策略 9 号单一资金信托计划系公司原控股股东刘光先生的一致行动人。 

3、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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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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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成立至今一直专注于安防视频监控行业，是国内领先的视频管理平台与安防人工智能平台的提供商。根据全球科技

研究机构Omdia报告显示，东方网力在2014年、2016年、2017年和2018年市场排名是中国第一、世界第三的VMS（视频监控

管理软件）供应商（数据来源：“Omdia于2019年7月发布的视频监控市场占有率数据，此结果并非商业背书，Omdia不承担

由此引发的任何责任”）。截止2019年末，公司为1个部级联网平台、7个省级联网平台、68个地市级联网平台提供服务。公

司承建的公安部联网平台将构建完善的视频联网数据治理、管理和应用体系，实现部、省、市、县视频图像级联应用，服务

满足各警种业务对视频资源的应用需求，为公安应用提供更加优质的视频监控联网基础服务和有力的技术支撑。 

公司总体经营情况如下： 

    在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54亿元，较上年同期降低84.27%；受财务费用增加和应收账款坏账减值计提影响，归
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利润-27.35亿元，较上年同期降低769.45%。 

1、技术研发方面 

公司抓住智能算法的快速进步的机遇，以云化大数据、深度人工智能和软硬一体化为战略导向持续开展技术研发，针对

不同的应用场景和行业，紧跟客户需求，推出针对性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公司2019年积极推行大数据中台战略，并积极

研发相关产品，践行从视频到数据、从AI到DI、从软件到服务的战略升级，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以视频为核心的城市数据

平台提供商。 

2、产品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技术发展路径和行业需求的变化，持续加大自主研发力度，新形成了视频图像信息数据库、数据业

务中台等多个产品；大量新产品的上市，有力的支撑了公司业务的发展。 

3、市场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凭借在视频联网领域深厚的技术底蕴和丰富的业务经验，成功中标“公安部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应用云平

台-联网平台升级子项目”，确立了我司在该领域的龙头地位，并为今后拓展省、市、县各级公安视频联网市场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公司在保持原有北方区域市场优势的同时，在上海、江苏、安徽、湖北、广东、云南、贵州等多个省市区深度与用

户融合，不断拓展新的市场，提供与用户业务融合的业务和服务，得到用户的好评：在上海、华中等区域市场、特别是上海

视频图像信息综合应用平台、数据联网平台上取得了突破，新的应用场景催生了较为广阔的市场前景；VID视频治理系统在

云南16个地州的项目落地；视频联网PVG10.2产品逐步在国内多个项目上使用，凭借自身多年的产品技术积淀与行业积累，

建立与用户业务融合的管建用一体化视频综合应用平台。 

4、组织建设方面 

组织建设方面，公司坚持“心、脑、体”三位一体。心力层面，加强公司使命、愿景与价值观的不断传递与考核，打造

一个价值观驱动、强文化的企业；脑力方面，通过人才的选用育留汰、各级干部领导力的培训，使整个组织逐步具备不断扩
张与发展的能力、持续创新的能力；体力方面，因地制宜，因时而异，不断对组织结构进行优化；不断完善职级职等体系、

薪酬与激励体系，KPI系统；持续推进管理制度与流程的去中心化、扁平化，提高组织运营的效率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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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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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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的变更 

（1）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采用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

相关规定。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账款与应收票

据列示 

应收票据期末列示金额0.00元，期初列示金额50,355,957.66

元；应收账款期末列示金额911,749,936.62元，期初列示金
额2,663,288,044.57元 

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账款与应付票
据列示 

应付票据期末列示金额17,288,658.44元，期初列示金额
122,206,747.62元；应付账款期末列示金额518,150,384.83

元，期初列示金额614,805,016.13元 

资产减值损失科目作为加项，损失以“—”填列 2019年度合并利润表资产减值损失金额 -401,219,913.23

元 、 2018 年 度 合 并 利 润 表 资 产 减 值 损 失 金 额 

-239,987,157.78元 

 

2、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

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以及《企

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相关规定，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

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该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影响详见“五、4.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3）本公司自2019年6月10日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相关规定，企

业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根据准则规定进行调整。企业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

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进行追溯调整。会计政策变更对报表项目金额无影响。 

（4）本公司自2019年6月17日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相关规定，企业对2019
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根据准则规定进行调整。企业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

要进行追溯调整。会计政策变更对报表项目金额无影响。 

3、会计估计的变更 

本公司本期无会计估计变更的情况。 

4、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追溯调整前期比较数据的说明 

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开始按照新修订的上述准则进行会计处理，根据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日执
行新准则与现行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2019年1月1日的留存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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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8年12月20日，本公司违规与深圳市民信惠保理有限公司签订编号为【BL2018DFWL1218】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

合同约定保理融资额为3,000.00万元，担保方式为应收账款质押，保理融资期限至2019年6月19日止，深圳市民信惠保理有

限公司已根据公司出具的《委托付款函》于2018年12月20日全额付款至北京银泰锦宏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12月31日，公司

账面未记录该笔交易，本期对期初数据进行追溯调整，调增期初预付账款3,000.00万元，调增期初短期借款3,000.00万元。 

（2）本公司自查发现并经本公司原实际控制人确认，截止2018年12月31日，原实际控制人通过预付账款占用公司资金

3,171.00万元。本期对期初数据进行追溯调整，调增期初其他应收款3,171.00万元，调减期初预付账款3,171.00万元，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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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增同期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3,171.00万元，调减同期购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3,171.00万元。 

4.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1）合并资产负债表情况 

项             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月1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953,248,564.45 503,248,564.45 -450,000,00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453,608,700.70  453,608,700.70  

    应收票据 81,811,505.71 50,355,957.66 -31,455,548.05 

    应收账款 2,708,152,418.34 2,663,288,044.57 -44,864,373.77 

    应收款项融资  31,455,548.05 31,455,548.05 

    其他应收款 136,675,779.28 410,504,273.43 273,828,494.15 

    其他流动资产 975,395,661.52 695,395,661.52  -280,000,000.00  

流动资产合计 5,659,841,269.44  5,612,414,090.52 -47,427,178.92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785,831,322.86  -785,831,322.86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3,243,883.50 13,243,883.5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783,879,296.81  783,879,296.81  

非流动资产合计 2,588,245,535.16 2,599,537,392.61  11,291,857.45  

资产总计 8,248,086,804.60 8,211,951,483.13 -36,135,321.47  

所有者权益    

    其他综合收益 24,950,490.94 8,257,059.20 -16,693,431.74 

    盈余公积 141,828,222.98 137,451,276.63  -4,376,946.35  

    未分配利润 1,386,661,048.16 1,371,510,876.62  -15,150,171.5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3,969,665,135.18 3,933,444,585.55  -36,220,549.63  

   少数股东权益 27,241,813.42 27,327,041.58  85,228.16  

所有者权益合计 3,996,906,948.60 3,960,771,627.13  -36,135,321.47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合计 8,248,086,804.60 8,211,951,483.13 -36,135,321.47  

 
各项目调整情况的说明： 

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应收款项融资、货币资金、其他流动资产、其他应收款、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其他综合收益、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少数股东权益调整系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
式的通知》要求，对其分类和计量进行调整。 

（2）母公司资产负债表情况 

项             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月1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783,836,609.57 333,836,609.57 -450,000,00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453,608,700.70 453,608,700.70 

    应收票据 4,126,196.84 3,526,196.84 -600,000.00 

    应收账款 2,043,822,362.05 1,996,091,257.81 -47,731,104.24 

    应收款项融资  600,000.00 600,000.00 

    其他应收款 134,369,604.49 126,450,163.96 -7,919,440.53 

流动资产合计 3,476,219,319.01 3,424,177,474.94 -52,041,844.07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698,568,848.86  -698,568,848.86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3,243,883.50 13,243,883.5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676,903,914.26 676,903,914.26 

非流动资产合计 4,356,076,075.93 4,347,655,024.83 -8,421,051.10 

资产总计 7,832,295,394.94 7,771,832,499.77 -60,462,895.17 

所有者权益    

    其他综合收益 13,210,361.36 -3,483,070.38 -16,693,43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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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余公积 141,828,222.98 137,451,276.63 -4,376,946.35 

    未分配利润 1,112,137,125.14 1,072,744,608.06 -39,392,517.08 

所有者权益合计 3,907,465,605.22 3,847,002,710.05 -60,462,895.17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合计 7,832,295,394.94 7,771,832,499.77 -60,462,895.17 

 

各项目调整情况的说明： 

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应收款项融资、货币资金、其他流动资产、其他应收款、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其他综合收益、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调整系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

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要求，
对其分类和计量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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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增加的合并范围内子公司情况 

公司于2019年03月11日设立全资子公司江苏东方网力科技有限公司并在南京市栖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91320113MA1Y1FFF4U，法定代表人为王浩宇，注册资本为5,000.00万元，本公司持股比例100.00%。 

公司于 2019年4月29日设立全资子公司四川东方网力科技有限公司并在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注
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510100MA6BJPN49H，法定代表人为邹洋，注册资本为50,000.00万元，本公司持股比例100.00%。 

2、本期减少的合并范围内子公司情况 

公司于2018年11月2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苏州华启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100%股权的议案》，公司拟出售全资子公司华启智能100%股权。截至2019年3月28日，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完成，公司不

再持有华启智能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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