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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68                                证券简称：卫士通                            公告编号：2021-016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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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

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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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6,294,603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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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士通 股票代码 002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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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志惠 舒梅 

办公地址 成都市高新区云华路 333 号 成都市高新区云华路 333 号 

电话 028-62386166 028-62386169 

电子信箱 westone_dm1@163.com westone_zd@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卫士通公司一直致力于网络安全领域相关产品的开发及技术研究。经过20余年的耕耘，业务范围已覆盖安全产品、安全

服务和安全集成三大板块。 

1、安全产品。公司长期为党政、央企、金融、能源等客户提供密码基础产品、通用安全产品、行业应用产品和新兴技

术领域产品。 

（1）密码基础产品。密码基础产品是公司一直以来的核心产品，公司提供全系列、全产业链的密码产品，包括密码模

块、密码机和基础设施。密码模块有智能密码钥匙和商用PCI-E密码卡；密码机有服务器密码机、签名验签服务器；基础设

施有密钥管理系统、数据证书认证系统。 

（2）通用安全产品。包括安全管理、安全应用、环境安全、区域边界安全、通信网络安全与终端安全六个细分类。安

全管理类含安全运行监管系统、设备统一管理中心、中华卫士高级威胁监测分析系统等产品。安全应用含橙讯安全即时通信、

TDE数据库安全产品、卫士通导入导出安全管控系统、卫士通电子文档安全管理系统、卫士云盘。环境安全类含安全视频监

控系统等。区域边界安全类含中华卫士网络防火墙、卫士通安全网关、中华卫士网络安全隔离与信息单向导入系统、中华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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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安全隔离与交换系统。通信网络安全类含IPSec VPN安全网关、SSL VPN安全网关、中华卫士交换机。终端安全类含主机

监控与审计系统、终端安全管理系统与终端安全登录系统。 

（3）行业应用产品。公司的行业应用产品覆盖电子政务、公检法、金融、能源等重点行业，具备行业特色。主要包含

信任服务设施、电子公文安全交换系统、统一身份认证系统、涉案财物集中管理信息平台、检察机关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

青少年帮扶教育平台、青少年违法犯罪分析平台、金融数据密码机、金融IC卡密钥管理系统、统一密码服务系统、电力系统

专用纵向加密认证装置等产品。 

（4）新兴技术领域产品。主要包括云计算与移动办公两大分类。有云服务器密码机、云密码资源池管理平台、数据脱

敏系统、安全移动办公系统、移动安全会议系统、安全无纸化会议系统、墨水屏安全记事本等产品。 

2、安全服务。基于公司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依托公司强大的技术支持、专家团队及高安全平台，为用户提供安全运

营服务与密码运营服务等安全能力。在安全运营服务方面，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安全聚合运营服务模式，打造对重要信息

系统进行全天候全方位的安全监测能力，提供网络安全协同防御和应急响应服务、集约化的安全防护和处置服务。在密码运

营服务方面，通过密码服务平台将向用户提供层次化、可定制的密码服务，并提供密评密测等服务，满足系统等保密评要求。 

3、安全集成。公司依托雄厚的技术支持和强大的营销网络为各层次用户提供的系统集成及全生命周期安全支持与服务，

包括项目规划、整体解决方案设计、工程建设、用户培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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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8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2,383,704,942.

48 

2,103,759,987.

90 

2,103,759,987.

90 
13.31% 

1,930,998,380.

73 

1,930,998,380.

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61,408,158.18 155,765,488.34 155,765,488.34 3.62% 120,204,513.73 120,204,513.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7,191,217.80 120,905,436.58 120,905,436.58 21.74% 100,816,597.78 100,816,597.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628,289,103.29 -97,886,037.33 -97,886,037.33 741.86% 32,868,957.49 32,868,957.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25 0.1858 0.1858 3.61% 0.1434 0.143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25 0.1858 0.1858 3.61% 0.1434 0.14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9% 3.48% 3.48% 
上升 0.01 个百

分点 
2.78% 2.78%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8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6,480,446,949.

22 

5,956,625,043.

53 

5,956,625,043.

53 
8.79% 

6,220,278,883.

90 

6,220,278,883.

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4,707,198,263.

56 

4,550,793,991.

85 

4,550,793,991.

85 
3.44% 

4,406,885,517.

19 

4,406,885,517.

19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因 2020 年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资产负债表项目，不影响损益。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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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9,030,952.58 374,170,653.71 546,628,201.07 1,403,875,135.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5,858,021.11 3,388,615.60 38,641,530.97 255,236,032.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6,082,000.00 3,240,907.97 38,089,188.21 241,943,121.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4,884,301.47 21,417,813.80 22,257,304.88 1,009,498,28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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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865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50,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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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子科技网络信息安全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5.43% 297,034,156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73% 31,262,310 0   

建信基金－工商银行－中航信托－中航

信托·天启（2016）293 号建信基金定增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96% 16,414,814 0   

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4% 16,298,813 0   

华融瑞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5% 13,800,00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中证

军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3% 7,819,377 0   

东海基金－浦发银行－云南国际信托－

云南信托锦瑟年华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85% 7,164,372 0   

杨梦媛 境内自然人 0.83% 6,991,049 0   

朱向军 境内自然人 0.79% 6,657,193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

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6% 5,561,80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中国电子科技网络信息安全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2、中国电子科技网络信息安全有限公司和中电科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均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公司；3、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杨梦媛参与融资融券业务，信用账户持股数量为 6,991,049 股；朱向军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信用账户持股数量为 4,268,635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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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大国博弈加剧的宏观环境催化下，数据成为战略资源，新技术催生新安全风险，网络安

全的需求边界明显扩大，内生价值和战略价值明显提高。公司紧跟新形势下的网络安全行业政策和市场趋势，聚焦网络安全

主责主业和网信事业发展需要，继续巩固在电子政务、金融、能源、军工等传统优势行业的市场地位，进一步提升市场竞争

力，围绕以业务为导向、行业纵向贯通、区域横向覆盖的总体原则，采取因地制宜的市场思路与策略，聚焦行业发展，推进

区域联动，同时加强在安全运营服务、安全移动办公等新兴市场开拓及新业务策划，大力培育公司发展新动能，不断提升企

业管理水平。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238,370.49万元，同比增长13.3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140.82万元，同

比增长3.62%；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648,044.69万元，同比增长8.7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470,719.83万元，同

比增长3.44%。 

1、中期发展规划发布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编制完成并发布了“中期发展规划纲要”，明确“安全服务化、密码泛在化、攻防智能化、基础国产化”

的战略思想，配合转型目标匹配资源，从市场、方案、技术产品、服务、生态、品牌、资本等方统筹推进重点任务。公司开

展了一系列专题宣贯活动，促进公司内部统一思想，对外统一形象，层层落实，推动公司的战略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2、业务布局与市场拓展情况 

在传统市场面，公司加强布局力度，巩固核心优势。信创业务全面铺开，市场和产品占有率位居前列；商密专项顶层策

划成果显著，初步构建泛在化、服务化的商密供给能力体系；党政市场进一步夯实和巩固，重大专项任务取得阶段性进展。

在新市场方面，公司积极开拓进取，打造业务新动能。安全服务业务能力体系初步构建，标杆示范项目有望大规模复制推广；

安全移动办公业务在后疫情时代的需求推动下，取得了广泛的市场应用；持续挖掘纪检监察、测绘、石油石化等新行业领域、

新客户需求，取得重大进展。 

3、研发与产品化情况 

在产品研制方面，公司进一步增强芯片、模块及设备等商密全产品链研制能力。完成国内首个嵌入式国产处理器的商密

二级密码模块研制，初步建立基于安全SE的密码应用生态；完成第一批55款商密产品的换证，启动40G高速安全SoC芯片、

密码监管系统等产品研制， PCI-E密码卡和金融数据密码机正在测评中心进行密码模块安全等级三级认证，云VPN完成产品

论证，密码基础服务平台已完成对公司密管、密码机、密码模块、密码中间件、CA、统一身份认证等产品能力的整合，主

机密码机与行业深度融合，推出测绘服务器密码机等产品。 

统一规范了公司技术共性平台的全面应用。研发支撑平台建设初见成效，产品化能力逐步提高，产品核心能力稳步提升。

通用管理类软件平台已在19款产品中推广、基于通用网络平台的综合安全网关已完成产品发布、通用密码中间件已完成对15

款产品的对接，通用浏览器插件实现了插件基础开发框架的统一。研发支撑平台初步建成，规范了研发环境，统一了研发管

理模式，有效提升了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研制效率和质量。 

加大新产品研发和新动能打造。正式上线发布安全服务化、密码服务化平台产品，研发团队能力大协作，研制推出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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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服务平台并一举拿下重点示范项目，为后续全国推广打下良好基础；密码服务平台正式发布并落地，安全运行监管增强

运维服务功能，初步完成安全服务运营平台研发，安全服务化支撑能力进一步增强。 

4、管理提升与创新情况 

在党建工作方面，公司成立党委、纪委，为公司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良好基础；在人力资源方面，公司建立

“人才供应链”，从业务、管理两条线着手开展人力资源工作，通过各项创新人才专项培养活动，加大对员工能力的开发和提

升，打造持续进步的团队能力；在薪酬激励方面，公司推行五元薪酬改革，限制性股票长期激励计划获批并完成首次授予，

建立健全长期激励机制；在管理创新方面，公司通过微创新克服疫情带来的影响，实施常态化弹性工作制、无接触式打卡、

公务专车出行、出差助手等微创新，提升工作效率及员工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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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码产品 592,823,796.89 366,124,763.24 61.76% 11.31% 33.79% 10.38% 

网络安全产品 469,472,467.28 245,593,916.04 52.31% 8.63% 23.43% 6.27% 

安全集成与运营服务 1,321,408,678.31 233,937,197.02 17.70% 16.02% 10.39%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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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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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2017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变更后的会计政

策详见附注五。 

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衔接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计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期期初（2020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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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执行新收入准则时，本公司仅对首次执行日尚未执行完成的合同的累计影响数进行调整；对于最早
可比期间期初之前或2020年年初之前发生的合同变更未进行追溯调整，而是根据合同变更的最终安排，识

别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确定交易价格以及在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之间分摊交易价

格。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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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累积影响金额 

2020年1月1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小计 

应收账款 1,519,745,709.28 -97,894,445.31  -97,894,445.31 1,421,851,263.97 

合同资产  97,894,445.31  97,894,445.31 97,894,445.31 

预收款项 105,159,492.79 -105,159,492.79  -105,159,492.79  

合同负债  93,358,508.82  93,358,508.82 93,358,508.82 

其他流动负债  11,800,983.97  11,800,983.97 11,800,983.97 

注：于2020年1月1日，本公司根据工程项目履约进度确认的收入金额超过已办理结算价款的部分和特
许经营安排下建造期间自合同授予方收取确定金额的金融资产，被重分类为合同资产，其中预计1年以上

收回的款项列报为其他非流动资产。本公司的预收款项被重分类至合同负债和其他流动负债。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12月3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如下： 

项目 报表数 假设按原准则 影响 

应收账款 1,274,671,255.83  1,392,257,895.92  -117,586,640.09  

合同资产 117,586,640.09   117,586,640.09  

预收款项  353,555,857.12  -353,555,857.12  

合同负债 313,991,222.20   313,991,222.20  

其他流动负债 42,741,054.87   3,176,419.95 39,564,634.92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度合并利润表的影响如下： 

项目 报表数 假设按原准则 影响 

信用减值损失 -40,194,940.32  -40,831,852.18  636,911.86  

资产减值损失 -14,624,046.67  -13,987,134.81  -636,91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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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共6户，具体包括：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中电科（北京）网络信息安全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 100.00  100.00  

成都卫士通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 100.00  100.00  

卫士通(上海)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 100.00 100.00 

成都三零瑞通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2 99.93 99.93 

成都三零嘉微电子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2 98.49 98.49 

中电科（天津）网络信息安全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2 65.00  65.00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增加1户，减少4户，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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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士通(上海)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投资设立 

2、本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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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变更原因 

成都三零豪赛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已完成工商注销 

上海卫士通网络安全有限公司 已完成清算及税务注销，正在进行工商注销 

四川卫士通信息安全平台技术有限公司 被子公司成都三零嘉微电子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公司注销 

成都三零盛安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被子公司成都三零嘉微电子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公司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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