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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熙菱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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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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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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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熙菱信息 股票代码 300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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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程 胡安琪 

办公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龙东大道 3000

号 7 幢 301 室 

新疆乌鲁木齐市北京南路 358 号大成国际

10 层 

电话 021-61620210 0991-5573585 

电子信箱 dongmiban@sit.com.cn huaq@sit.com.cn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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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9,094,019.91 106,021,071.26 -34.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7,970,488.28 -14,099,894.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39,008,675.97 -20,602,006.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4,237,248.66 -1,579,795.7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26 -0.0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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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26 -0.08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51% -3.61% -5.9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918,155,393.66 935,239,401.11 -1.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80,479,372.68 417,946,154.51 -8.9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2,78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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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开文 境内自然人 32.54% 53,880,000 40,410,000 质押 10,530,000 

岳亚梅 境内自然人 12.68% 21,000,000 15,750,000 质押 12,450,000 

阿拉山口市鑫都

技术服务有限合

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4.99% 8,162,497 0   

深圳市嘉源启航

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1% 2,002,097 0   

龚斌 境内自然人 0.98% 1,624,984 0   

范利芳 境内自然人 0.97% 1,602,560 0   

王立田 境内自然人 0.97% 1,600,000 0   

#罗文华 境内自然人 0.85% 1,403,300 0   

周宇光 境内自然人 0.75% 1,239,100 0   

王峰 境内自然人 0.54% 901,92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何开文先生和岳亚梅女士是夫妻关系，一致行动人；阿拉山口市鑫都技术服务有限合伙

企业是公司员工持股平台；罗文华是深圳市嘉源启航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上层股

东、上层法人股东董事、高管；王立田是深圳市嘉源启航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上

层股东、上层法人股东董事、监事。除前述情况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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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罗文华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403,3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403,30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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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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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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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围绕视频综合应用技术、大数据综合应用技术和数据可视化构建自身核心技术能力，打造视频类和数

据类软件产品，以软件产品为核心研究智慧城市智能信息化应用解决方案，面向以政府为主的客户提供智慧城
市建设的综合服务。公司当前的主要智慧城市解决方案重点面向安防行业场景市场，未来，公司将依托现有核

心技术能力，拓广产品体系，逐步拓展智慧城市广泛的其他信息化建设场景市场领域。 

     

公司目前已形成了包括视频图像应用、大数据应用与服务和网络安全应用在内的三大产品体系；并围绕这
三大产品线，打造了以大数据解决方案、公共安全解决方案、智慧政务解决方案和信息安全解决方案为主的四

大解决方案体系，为包括公安、司法、交通、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在内的众多领域客户提供智慧城市领域相关软
件产品、整体解决方案和技术服务。公司已实施了超过100个平安城市项目，业务覆盖指挥中心、数据中心、视

频会议、联合作战、图像侦查等领域。其中以Merlineye为代表的视频图像应用系列产品和公共安全解决方案在

中非论坛、进博会、亚信峰会、G20峰会、亚博会等国家大型活动的安全保障任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公司主要业务及产品 

（一）视频图像应用产品 

视频图像应用产品主要包括“视频图像信息解析系统”、“视频图像资源库”、“视综平台”等系列产品。实现对

视频图像资源的分布式存储，计算能力满足视频图像信息结构化分析、视音频资源快速检索、大数据比对碰撞

等服务需求，构建视频图像信息结构化描述数据库，构筑以人、车、物为重点关注目标的视频图像信息和业务
数据库。公司基于在视频图像应用领域建立的核心技术产品，已在公安领域形成了涵盖“平安城市”、“雪亮工程”、

“公安大数据智能应用”、“机场公安立体化防控”等以实战应用为导向的特色解决方案。公司的视频图像应用产
品正在从传统的公共安全和公安部门逐步向包括“智慧社区”、“智慧旅游”等智慧城市应用场景拓展与延伸。 

 
                               

 
 

（二）大数据应用产品 

大数据应用产品主要包括“多维感知大数据融合平台”、“车辆大数据分析应用平台”、“大数据治理平台”、“智
能社群分析系统”等系列产品。公司以大数据技术及AI智能分析为依托，提出了时空大数据分析的一站式解决方

案，涵盖了数据湖构建、大数据融合计算建模用等一系列数据中台能力，通过对人、车、手机、社会面数据及

其他物联感知数据与静态数据的融合计算，深度挖掘、模型分析，实现智能检索、关系追踪、多维预警、全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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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等业务应用，赋能前端的智慧城市和现代化市域治理领域的各种专项解决方案。 

 
（三）网络安全业务 

近年来，随着国内外网络安全事件频发，国家与个人层面的信息安全威胁不断提升，国家网络安全政策更

是密集出台。尤其是 2019 年 5 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颁布的《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网络安全
等级保护测评要求》和《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安全设计技术要求》三大标准，于 2019 年 12 月1日正式实施，标

志着我国等保 2.0 时代的开启。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固平信息完成多家包括政府、电信、能源、金融等
在内的企事业单位的信息安全等级保护测评项目，并逐步构建起涵盖信息安全风险评估、信息安全整体规划、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的网络安全解决方案。 

 

二、公司经营模式 

（1）营销模式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结合区域用户的需求与自身所具有的核心技术，公司正在逐步建立以营销平台为主，业务平台为辅

的销售体系。营销平台以平台+生态的策略为主，其中营销平台将现有的解决方案、产品和服务进行组合，结合区域市场和

用户特点，制定相关的推广策略与营销规划，拉通业务平台确保端到端全流程的落地，使得市场、交付和研发形成合力；另

外在生态方面，以五类合作伙伴为抓手，逐步丰富公司的生态圈，进一步补充和完善现有的产品、销售和交付体系。  

（2）采购模式 

公司的业务活动范围较广，为了有效整合供应链资源，采用集中采购，就近配货的模式进行采购活动。对
价值较高和需求量较大的物料，优选供应商，形成战略合作关系。公司采用询价的采购模式，并制定了采购控

制程序、报价控制程序、采购业务实施流程、报价及订货流程、库房管理制度、物流运输管理制度等一系列与

采购、物流相关的制度。 

（3）生产模式 

整体解决方案交付项目：按客户招投标文件和合同约定内容，主要以规划、勘察、设计、实施、售后为工

序进行整体解决方案的交付。 

软件开发项目：以与客户确认的软件需求确认书、招投标文件及合同为基础，进行需求调研、框架设计、

组织开发和结果交付。 

软件产品：以公司研发软件产品为基础，依据客户合同订单，提取软件出库进行现场配置。如客户针对相

关产品有特定需求，则进行现场定制开发，最终交付。 

技术服务：按客户需求提供相应驻场服务或开发安装实施服务。 

（4）研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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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的产品研发以市场和客户需求为导向，以研究、开发、应用互动促进作为产品与技术的发展模式，注
重挖掘客户需求，实现产品开发与技术服务的同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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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公司未来业务战略将向大数据智能应用商和智慧城市解决方案提供商延伸，依托公司在安防行业的视频、
数据、可视化技术和客户场景解决方案优势，拓展智慧城市建设的广阔市场。  

（1）行业需求增长驱动 

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明确提出了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 

2019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加强数据有序共享，加快推进立体化信息
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2020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杭州城市大脑运营指挥中心时表示，城市大脑是建设“数字杭州”的重要举
措。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手段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大城市也可以变得更“聪明”。从信息化到智

能化再到智慧化，是建设智慧城市的必由之路，前景广阔。 

 

（2）应用拓展驱动 

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视频分析等技术的进一步升级，对现代化市域治理提出了更加细分和个性化

的应用需求，要求产品能够快速迭代、并具备创新性、先进性及实战性。公共安全领域是智慧城市建设重要的

组成部分，公司作为公共安全领域实战应用专家，在公共安全领域市场长期投入，拥有多项发明专利和一百余
项软件产品著作权，打造出一批公共安全领域专业技术人员，对于智能城市建设市场可以快速提供完善的综合

解决方案。 

 

（3）业务模式驱动 

公司产品型业务具有核心技术和较强的可复制性，用于开拓市场；而项目型业务具有较强客户黏性，用于

稳固市场。因此，公司在为客户提供长期软件产品与服务的过程中，形成了以产品为主带动项目发展的模式，
即“产品牵引解决方案、解决方案促进产品”的业务拓展模式。 

 

（4）疫情的发生对于城市精细化治理提出了明确的挑战和要求 

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从中央到地方各层级政府都投入大量资源进行疫情防控工作。此
次疫情防控工作对当前城市治理模式带来了多方面的挑战，包括疫情的事前预防和准备是否充分、疫情的事发

监测、上报、预警、预测和信息发布是否及时、事中的防控决策、部署和应急指挥是否快速有力、执行是否坚

决落实、事后的复工、复学、恢复经济社会常态管理是否迅速有序等。在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杭州、长沙、
福州等前期进行了市域治理现代化升级的城市展现出了数字技术治理的优势，各级政府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技术实现了有效、精准的疫情溯源、疫情防控及复工复产。 

 

四、 行业发展特点 

近年来，以安防企业和互联网企业为首的诸多行业龙头企业，均开启了以智慧城市2.0、城市大脑等为代表

的市域治理现代化系统的建设和部署工作。2016年，阿里在云栖大会上提出“杭州城市数据大脑”智慧城市解决

方案，连通“城市大脑”的超大规模计算平台，对整个城市进行全局实时分析，自动调配公共资源。2017年，华
为提出了“智慧城市神经系统”概念，对包括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商业活动在内的各种需求做出

智能响应。2018年，腾讯在“云+未来”峰会上提出了“超级大脑”智慧城市解决方案，并在同年与重庆市政府署了
战略框架协议，在智慧城市、智慧政务、智慧医疗等领域展开深入合作；同年，平安提出“1+N”平台体系，定位

于做智慧城市全面解决方案提供商，“1”是一个“智慧信息”云平台，“N”包括智慧教育、智慧口岸、智慧安防、

智慧交管、智慧财政等十大版块。2019年，海康威视与福州市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发挥公司在人工智能、
视频感知、智能物联网和大数据领域的技术优势，参与“数字福州”和智慧城市建设；同年，大华股份与台州市

公安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探讨“市域治理”新课题，携手打造具有台州本地特色的“市域治理”创新模式，
越来越多的智能安防企业开始有针对性的向市域社会治理领域迈进、实现公司业务的横向拓展及纵向延伸。 

 

五、周期性特点 

公司主要面向政府客户，客户资金来源受制于政府公共支出投入，行业周期受政府投资节奏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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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的要求，修订后的收入准则

将现行的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识别合同所包含的各单项履约义务并在履行时分别确认收入；

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了更明确的指

引；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公司自2020年1月1日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新旧准则

衔接规 定，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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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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