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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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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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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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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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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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21-61620216 0991-5573561 

电话 021-61620210 0991-5573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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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要业务与产品 

 

 公司一直以来专注于智慧城市与平安城市领域的行业应用软件产品研发和数字化、智能化信息系统解决方

案建设。公司始终围绕着“大数据+视频”打造核心技术能力，自主研发形成了包括视图资源库管理平台、智能数

据治理平台以及数据可视化能力服务平台在内的“大数据+视频双中台”技术能力底座，为公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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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应用软件产品、数据中台建设、数智化整体解

决方案和技术服务。 

 公司目前主要布局平安城市、智慧公安、大型活动安保等优势场景，未来将依托视频+数据双中台形成的快

速场景搭建能力和多维数据融合分析能力，逐步向智慧园区、智慧市监、智慧机场、市域社会治理等更广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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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场景延伸与拓展。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被评为“高新技术企业”，全资子公司上海熙菱取得“华为技术认证证书”，荣获“2020

中国大数据企业50强”、“2020年“智慧城市”建设优秀创新技术及解决方案企业”称号。公司与全资子公司

上海熙菱通过美国“软件成熟度模型CMMI3认证”复审，连续三年获评“中国安防十大品牌”，连续9年荣获“企

业信用等级证书[AAA]”。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和深化产品化战略，依托多年深耕公安行业科技信息化领域积累的行业经验优势、

视频和数据技术能力，沉淀出多款产品级行业解决方案、专业性行业应用软件、数据治理工具和通用型数据接

入产品，赋能多场景下的数据汇聚、数据治理、数据融合分析、数据可视化展示和行业综合应用等服务： 

 
 

 

 

（一）智慧城市板块 

1、易联系列网关产品 

 
“易联”系列产品将公司十多年沉淀的物联数据接入整合能力，打造形成三款标准化网关产品。“易联”系列

产品专注于数据快速标准化上云，专业化赋能全行业实战应用平台，秉持“数据易联，城市慧联”的产品定位，

持续服务于新一代智慧城市建设的全面落地。 

“易联”系列物联网关产品主要面向行业集成商、项目业主方、生态合作伙伴、渠道分销商，在贵州某市、

广东某市、上海某区等项目上，累计与10余厂家对接接入了15万+设备的音视频、智能感知数据，各项目稳定运

行有效支撑客户的日常业务应用，在多个国家级、省市级重大活动安保中稳定接入数据，有力保障了活动的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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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举行。 

（1）易联音视频接入网关 

易联音视频网关是一款能够多协议适配接入各类前端设备/视频平台、通过标准化转换后以GB/T28181协议

向上级共享音视频数据的软硬一体机产品。 

公司在行业内深耕二十余年积累了50+设备厂商、1000+设备型号的接入经验，产品在多地运行稳定。以稳

定高性能为特点的易联音视频接入网关产品能够为客户解决大量设备接入难、老旧设备接入难、多厂家设备整

合接入难、业务定制难的问题。 

  

（2）易联视频应用网关 

易联视频应用网关是一款能够将物联网感知设备采集的音视频数据通过互联网通用协议进行海量接入管理、

高效共享转发、高质量播放显示的软硬一体机产品，配套多浏览器兼容的高性能页面播放器。易联视频应用网

关以业内领先的微服务架构，支撑覆盖行业内所有互联网视频协议，辅助以视频加速机制和精细化的权限控制

等特色功能，实现对视频应用的强力支撑。 

该产品将公司十多年的安防音视频应用能力赋能给客户，解决项目重复建设问题、客户自研高成本的问题，

以开放合作的生态产品互利共赢。 

  

（3）易联数据接入网关 

易联数据接入网关是一款能够将海量人车图片和各类结构化智能感知数据统一汇聚接入、标准化转换和高

效低延时共享的软硬一体机产品。 

基于用户对于大量智感知数据统一管理的使用需求，产品专注多样化数据的统一汇聚，解决客户的数据标

准化接入难题，使其聚焦在对物联网数据的上层使用上，低成本建设/推出更加实战化智能化的应用平台。 

该数据网关支持多种数据的向导傻瓜式配置接入，支持自研数据规则引擎，彻底解决客户数据接入难的问

题；在数据接入统计和问题排查（丢数据、数据延迟等）方面重点优化提升，具备异常告警、数据实时统计、

向导式问题排查等功能，有效降低数据接入运维的难度和成本。 

2、 中台产品 

（1） 智能数据治理平台 

 
智能数据治理平台是一款面向业务数据管理人员提供的针对海量数据资产进行一站式管理的平台，同时也

是面向数据处理人员提供的高效治理工具和支持相关智能应用的数据服务能力中心。 

智能数据治理平台主要用于不同行业的数据中台构建，能够基于行业数据标准规范，结合用户数据实际情

况，运用数据元管理、数据资源管理等相应功能建立特色数据标准体系。同时在数据治理工作过程中使用了基

于知识图谱的智能推荐算法，降低了行业数据治理对人员的要求，提高了整体治理效率。 

目前公安行业是公司智能数据治理平台应用的优势场景。报告期内已在西南某地级市的社会治安防控实战

应用项目中实际应用，是全国第一批采用公安部大数据标准3.0进行公安数据治理的平台。已完成80+数据表、

接入数据200亿+、600+字段对标、80+标准代码转换；建设完成2亿+人员主题库、6.5亿+轨迹专题库、2.7亿标

签专题库、3000万模型应用库、7000万关系专题库。建设了1000+地方标准数据元和完善的数据服务和应用管理

体系，为大数据管理与应用提供强大的基础能力。 

（2）视图资源库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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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图资源库管理系统是基于《公安视频图像信息应用系统》GA/T1400.X-2017系列标准，以云计算、云存储、

大数据技术为支撑，采用微服务架构技术，融合多家厂家算法，构建一套规范化的包含视频图像采集、标准入

库、资源管理、专题建设、智能应用等功能模块的新一代视频图像信息数据库。 

视图资源库管理系统的优势在于能够满足GA/T1400相关标准要求；同时可实现灵活横向扩展；使用最先进

的微服务的架构理念，使得视图库可以根据实际的规模来部署多个服务满足不同规模的场景需求；拥有高效成

熟的大数据技术: 具有千亿级数据处理的实战经验，日处理数据能力在5亿条以上，具有丰富的结构化数据、非

结构化数据处理经验；多服务器架构支持：同时支持传统X86架构服务器和支持国产ARM服务器架构 

目前已在新疆多个地区实际应用。该系统将全区公安现有综合管理平台，卡口平台、解析平台、交警平台

等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按照统一标准汇聚至公安网视频图像信息资源库（视图库）中，接入全区人像卡

口，每天产生约8000万条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车辆卡口约13.7万路，每条产生约22000万条结构化和非结构

化数据。结合用户实际情况，完成人员人像特征的接收分发和人员告警轨迹数据汇聚上报工作。为用户实现各

平台数据的有效关联,供各警种部门查询检索,为实战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 

（3）“得心”可视化业务重塑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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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心可视化业务重塑系统是一款无需专业能力，即可快速配置出可视化应用的产品构建器。它以数据接入

为核心，组件配置为支撑，场景构建为依托，完整实现从数据到产品应用全过程的配置化。可轻松、快速、高

效地满足各行业用户的可视化展示需求，进而为实际生产提供决策支持。 

得心可视化业务重塑系统的主要应用场景为： 

场景一：赛事/展会/活动的实时安保 

大型赛事、展会等活动举办时，人员密集度高且类型复杂，公安部门需从各个环节对紧急事件进行快速研

判和处理，确保活动正常进行。此时，活动数据的整理、分析、展示对于安保指挥决策必不可少，可通过得心

配置可视化应用满足安保实战的业务诉求。 

通过得心创建专项可视化大屏，地图场景结合实时视频图像数据、地图地理数据、交管信息等第三方平台

数据，通过各项数据分析展示，地图功能的双向联动，立体可视化地将整体态势展示在指挥调度人员面前，真

正做到了“一屏观天下”。 

 
 

场景二：辅助基层治理，建设数智城市 

基层是基础，是重心，是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基石。为更加准确及时解决群众问题，解决基层社会治理

的痛点、难点，需要对镇街行政资源和力量统一调度，构建镇街联动、功能集成、反应灵敏、扁平高效的综合

指挥体系。 

基层治理可视化大屏以“提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为目标，以AR+地图双场景为核心，涵盖资

源信息展示、AR + 地图场景联动、风险事件预警、指令下发等多个功能，做到了时间和空间的完整结合。使政

务人员可实时感知基层态势，及时决策，迅速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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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心”可视化业务重塑系统可以实现： 

a) 无代码轻松创建可视化应用 

得心可视化编辑器通过拖拉拽各类组件即可生成可视化应用，使用图层目录对画布组件进行管理，通过修

改配置项参数完成对组件样式、交互、数据的调整。全程无代码，操作灵活体验好。 

b) 多场景构建解决多行业问题 

得心支持地图、GIS、AR、视频、3D、网站等一系列丰富场景。您可以场景为基础，叠加实时撒点、轨迹

刻画、预警提示等功能，可广泛应用于赛事安保、基层治理、智慧城市、疾汛防控等业务的实际需要。 

c) 海量组件满足日常所需  

得心内置包含各类图表、关系图、表格、表单、交互组件、文本、媒体等超过70+标准组件、10+自定义组

件，支持多样的组件样式配置和丰富的交互响应，充分满足日常各场景诉求。 

d) 支持多种数据接入和按需整合 

数据服务模块支持接入包括CSV、 Mysql、PostgreSql、ES、Json等多种数据源，且可按照可视化应用的数

据需求，用户可以自行编写API的查询SQL，支持多表关联、复杂查询条件和聚合函数等功能，为上层可视化提

供数据实战能力。 

e) 一键发布和导入导出 

可视化应用支持一键生成链接，发布至网络供他人查看。还可通过前台页面的导入导出操作迅速完成不同

环境下的数据迁移。 

f) 部署轻量支持私有化 

公网环境下通过浏览器登陆即可访问得心平台，无需部署。私域环境下仅需满足一定的硬件要求，可快速

将得心私有化部署，确保数据安全。 

 

3、 行业应用软件产品 

（1）“魔力眼”视频图像综合应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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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力眼视频图像综合应用系统基于熙菱的iPaas微服务架构平台开发，汇聚了人脸、车辆、Wifi、GPS信息

等多维数据，提供了视频快速调阅、人脸比对、人体比对、车辆比对等图像智能应用、布控告警管理、案件综

合研判等功能，并采用多算法协同技术,实现了对事件、人、 车、MAC、案件的多维数据综合时空研判能力。

满足公安客户的图上作战、视频调阅、视图分析、时空分析、实时告警、一案一档等多警种、跨业务场景的全

方位、立体化综合实战应用需求。 

熙菱携手用户打造的基于视频监控、智能感知、动态识别、综合研判、布控报警等功能的新一代视频图像

综合应用系统，深入公安多警种、跨业务的应用；项目实现了对预警信息的迅速响应、精确研判、快速打击，

实现了AI赋能公安实战的智慧防控。 

 

（2）“天启”多维大数据融合实战系统 

 
“天启”多维大数据融合实战系统是一款面向公安行业的专业级多维数据的融合分析应用软件，实现对各类

实体的融合搜索、全息画像，涵盖了数据湖构建、大数据融合计算建模、大数据融合实战应用。 

可面向市、区两级公安用户，整合社会面数据和公安云上大数据进行数据融合计算后提供更准确更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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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判信息。产品提供大屏展示端、PC桌面端和手机移动端3种方式应用，相互联通配合。 

“天启”多维大数据融合实战系统的产品特色在于： 

1）融合搜索：天启智能搜索框提供了统一的多维数据搜索入口，可支持上传文字、图片、视频，文件等多

样化搜索方式，一健触达。 

2）全息画像：一站式提供人员主题全量信息，汇聚基本信息、标签、人员关系图谱、多源融合轨迹、落脚

点、全息画像等全量信息。 

3）多套研判工具：同实体与跨实体结果实时智能碰撞；多目标融合轨迹对比；人脸/人体/车辆/MAC/RFID

间的相互关联搜索。 

4）AI预警：无需专业技能，用户结合自身业务情况设置条件，快速配置预警模型。针对不同关注目标在特

定区域与特定时间段所产生的异常行为可触发模型预警，形成预警模型配置-预警消息接收-预警内容处理业务闭

环。。 

 “天启”多维大数据融合实战系统以“整合资源，统筹规划、全面布控、多样采集、智能应用、分级管理、有

序联网、多方使用”为原则，在相关标准及技术框架下，结合对人物、车辆、特定场景、行为模式等的图像智能

识别数据，提供多维大数据融合实战应用，在上海某区项目应用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3）市域治理实战应用平台 

 
市域治理实战应用平台是面向市、县(区)、乡镇(街道)各级综合指挥中心提供的承载社会治理相关业务的工

作平台，通过实现辖区内治理元素统一汇聚、事件统一分拨、任务统一分派、高效指挥调度、业务协同联动、

执法全程监督、基层综合考评，助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的市域治理实战应用平台已在西安地区落地实施，积极吸取“枫桥经验”，以大数据和人工

智能为支撑，打造为以事件为核心、“五格合一”的扁平化管理新模式，实现事件从发生、发现、处置、反馈、

考核全流程的高效、闭环管理。 

（4）智慧社区警务应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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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社区警务应用系统旨在积极响应国家“互联网+”、“智慧民生”政策号召，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

算，建立社区常住和外来人口管理新模式，为进入市域内的群众提供“互联网+”智能服务，实现了数据智慧化、

决策科学化、治理精准化、服务髙效化的工作目标。 

平台有效利用了公安大数据平台数据，汇聚治安综合业务应用系统数据、互联网数据以及城市物联网数据,

全面支撑技术与业务的融合，实现一标六实、整合多类动态物联感知数据，实现社区内人口管理,流动人口管理，

特殊人员管理，“枫桥式”矛盾纠纷管理，轨迹研判、异常告警分析、关爱服务等业务应用。切实围绕政法、公

安工作的实战实效，深挖大数据分析监测潜能，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的社区警务应用系统已在广东、山东地区的智慧社区建设中落地应用，充分利用小区内门

禁系统、人脸相机、视频监控、卡口设备等采集设备的数据资源，采用业界先进成熟的人脸比对识别技术，数

据比对分析技术、建立辖区人员、车辆、人脸、小区、房屋等信息数据库，建设辖区的智慧社区警务应用平台，

通过标准的接入输出接口和分级授权管控体系，提供面向各辖区的分析查询联网系统，充分满足社区警务应用

的要求。 

 

4、 行业解决方案 

 （1）治安防控体系解决方案 

 
治安防控体系解决方案通过标准化城市创建活动，在圈层查控、单元防控、要素管控等业务环节，运用物

联感知、视频结构化、国产化云平台、大数据处理、算法模型等先进科技手段，积极深化“1+9+T”的各类业务应

用；建成“一键获取、一图感知、一体研判、一屏联动、一号服务”警务管理模式，充分整合社会各方资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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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提升社会治安联动联控能力。 

公司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以通应用、通能力、通数据为特色促进了公安内部各警种深度融合；以通业务推

进“标准统一、异地受理、远程办理、协同处理”的“零跑”民生服务新模式，大幅提高公安服务的标准化、协同

化、智能化水平。同时能够有效利用公安大数据平台数据、有效汇聚治安综合业务应用系统数据、政府政务数

据和互联网数据以及城市物联网数据，全面支撑技术与业务的融合，不断释放数据智慧，实现决策科学化、治

理精准化、服务高效化的目标。 

报告期内，公司承建了贵州某地市社会治安防控实战应用项目，在用户已有的信息化成果基础上，将感知

设备、数据资源、应用系统相融合，实现治安防控工作从“以人为主”向“科技化”转变；强化对“视频感知数据+

公安业务数据+政务数据”的治理、应用，提高警种业务智能化水平。 

目前正在运行过程中，运行效果良好。  

（2）重大活动安保解决方案 

 
重大活动安保解决方案面向举办大型活动的城市，立足城市空间维度，由城市外围向内层层递进、层层递

紧，形成外围圈入城封控、警戒圈流动管控、核心圈现场防控的三层城市防护体系，建设情指勤一体化的安保

指挥中心，构建以大数据智能应用为核心的AI智慧安保新模式。根据大型活动安保工作需求、实战业务情景，

从集成融合、数据管理、应用升级、可视化管控等角度量身打造重大活动安保数字化实战平台，打造综合态势

展示、实时监测预警、数据研判分析、协同联动处置等安保主题，扩展技侦手段，提升安保防控能力，保障大

型活动“安全、有序、宽松、尊严、高效”地开展。 

重大活动安保解决方案的优势在于：a)一“屏”掌控：基于“地图+大屏” 理念，实现各安保层级、多种交互界

面对感知数据、预警警情、指挥调度及处置反馈等信息、态势全局掌控。b)基于“视频+业务”理念，运用大数据、

视频分析、语义分析等主流技术，打造关系、轨迹、特征等维度的实战应用。c)“多层次”融合： 

连续数年来，公司在亚信峰会、G20峰会、中非论坛、连续三届进博会、连续两届环意RIDE LIKE A PRO

长三角公开赛中，始终作为大型活动安全保障的守护者，为一线保障保驾护航。从2018年第一届中国国际进博

博览会开始，公示连续三年根据客户需求打造出更加贴合实战的核心产品。2020年第三届进博会中公司重磅推

出了互联网端“随码行”、视综助手轻应用等定制产品。2020年的环意自行车长三角公开赛中，公司联手青浦公

安，共同建设了贴合本次实战路线的《精准时空数据保障系统》，系统完整汇聚了警力资源、视频资源、安保

资源、清障车以及全部选手，并以Gis地图为核心，进行整体的资源呈现，结合自研的实时定位算法，实现准确

的选手位置定位，做到最直观的呈现。结合强大的视频秒播能力，做到事实画面的回传，提供指挥者实时直播

的感觉，为实战指挥和监督提供了最全面的保障。 

（3）公安大数据智能应用解决方案 

 公安大数据智能应用解决方案综合运用大数据挖掘技术，视频结构化分析算法、智能引擎等，深度挖掘人、

车、物、组织和案件的关联关系，丰富串并案手段，高质高效的侦破案件，有力支撑公安的社会治安、情报研

判、指挥调度、综合维稳等业务。 

 集强大计算能力、海量异构数据融合、人工智能应用服务、严密安全保障、统一标准规范于一体，形成大

数据智能应用新生态，全方位、多维度为各级机关和全体民警提供态势感知、情报研判、侦察破案、社会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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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大数据智能服务，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贡献力量。 

公安大数据智能应用解决方案的优势在于：a)优秀的异构融合能力，可以实现对多源异构数据的全融合、

全治理，为AI提供强大数据支撑，实现数据共享。b)智能应用能力，基于图像文本解析、深度学习等AI能力，

提供各类数据算法/实战模型，支撑智能实战业务应用。c)兼容开放能力，分层解耦的开放架构和标准接口，底

层兼容主流云厂商与hadoop平台产品，上层可快速对接多个厂家的业务应用。 

 

（二）网络安全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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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了《GBT 

22240-2020 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定级指南》新的国家标准，并于2020年11月1日正式实施，该文件

的颁布进一步完善了网络安全等级保护的各项细则。 

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固平信息主要为客户提供信息安全等级测评、风险评估、安全咨询、信息安全

前沿技术研究与咨询等服务。完成了多家包括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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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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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270,490,732.22 281,056,625.83 -3.76% 650,936,553.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5,771,182.76 8,963,638.45 -1,614.69% 22,454,891.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6,086,384.82 -28,562,566.42  15,030,354.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109,160.10 49,926,825.49 -192.35% -48,548,460.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26 0.055 -1,601.82% 0.14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26 0.055 -1,601.82% 0.14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67% 2.23% -40.90% 5.88%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913,135,324.67 935,239,401.11 -2.36% 1,083,146,639.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81,018,225.58 417,946,154.51 -32.76% 394,470,49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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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02,332.95 57,391,686.96 63,244,379.25 138,152,333.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369,958.37 -13,600,529.91 -25,130,814.56 -72,669,879.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733,374.57 -14,275,301.40 -25,128,272.05 -71,949,436.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114,117.12 -10,123,131.54 -7,210,580.91 25,338,66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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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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46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4,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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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开文  32.54% 53,880,000 40,410,000 质押 10,530,000 

岳亚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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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 6,903,897 0   

林强  0.70% 1,160,000 0   

#程燕  0.61% 1,003,600 0   

#李桑  0.46% 769,600 0   

范利芳  0.40% 664,460 0   

#邓运南  0.40% 658,000 0   

新余市嘉禾投

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0.40% 654,300 0   

殷枫  0.33% 5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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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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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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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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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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对公司的经营活动造成了较为显著的影响，各级政府部门集中资源和精力全面抗疫，对信

息化和数字化的建设进度推迟放缓，导致公司的项目招投标、实施交付和回款均发生不同程度上的滞后；其次，公司主要业

务所在地之一经历了数次较其他省份更为严格的疫情管控措施，直至第四季度起，经营活动才逐步恢复正常。但报告期内公

司在董事会的领导下，管理层和全体员工充分发挥了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奋斗精神，面对困难迎难而上，一方面充分发挥

作为公众企业应有的社会担当和责任；另一方面在寻找增量和修炼内功上两手抓，在公司治理能力提升、产品化转型和技术

创新、运营管理能力提升、商业模式探索和重点样板项目的交付保障等方面均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本报告期受疫情影响，公司全年有效市场拓展的时间大幅缩短，项目实施、交付、验收工作进度较大幅度滞后，部分客

户原计划于2020的回款安排也因为抗疫发生不同程度上的推迟和滞后。公司全年收入波动较大，经营业绩受影响较严重。报

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7,049.07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3,577.12万元。公司业绩亏损的原因详见第一节

“业绩大幅下滑或亏损的风险提示”部分。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推进了以下工作： 

（1）以数字化手段支撑疫情防控，体现社会责任担当  

 2020年2月，全国各地陆续返岗复工，彼时城市、交通、社区等疫情防控监测尤为重要。公司作为一家以大数据应用服

务为核心产品的高科技企业，主动发挥自身在5G、视频、大数据等技术优势，时刻在线，积极研发了3款围绕疫情防控的微

社区疫情防控助手、疫情核查等级助手、易联无线接入网关疫情防控助手等系列智能应用产品，义务帮助山东、贵州、新疆、

上海等多地疫情防控、复产复工。 

 

（2）聚焦主业，坚持创新驱动，持续提升“大数据+视频”的核心技术底座能力 

 公司始终坚持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确立以“大数据+视频”为核心的双中台核心技术体系，形成视频、大数据智能、数

据创新以及网络安全四大产品序列和技术服务，通过提供公共安全和数字政务等多种高效的全栈式解决方案为不同垂直领域

的客户赋能。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额2,272.18万元，占营业收入比重8.40%。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已拥有各类软件著作权173

项，已获得发明专利证书15项，在申请发明专利53项。较2019年新增了包括“一种防抖与节流封装方法及系统”、“一种百亿

级数据量多条件快速结果估算的方法”、“一种大数据设备选择交互方法及系统”和“一种单页面多维度穿透场景可视化展示的

交互方法及系统”等18项专利申请和6项专利授权。并与上海市数据科学重点实验室（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及研

究机构建立了信息采集、大数据、人工智能、计算机视觉、公共安全应用等领域产学研结合示范基地。 

 2020年8月，以“强基赋能 开启数据新纪元”为主题的2020（第五届）大数据产业生态大会在北京盛大开幕。大会上熙

菱信息成功入选为大数据产业生态联盟理事会员单位和新晋专家，同时大会上揭晓了2020中国大数据企业50强榜单，熙菱信

息凭借在大数据领域技术创新、智慧城市等领域杰出表现，与华为、腾讯、阿里、小米等中国顶尖企业一起荣登50强榜单，

成为中国大数据产业的中坚力量。 

 

（3）以用户价值和实战应用为导向，坚持行业深耕，重点推动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市场转化 

 2020年，是公司定位于大数据智能应用服务提供商与智慧城市建设商的第一年，也是公司自2017年开始实行产品化战

略的关键一年。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梳理完善了产品体系，形成了包含行业整体解决方案、行业应用软件产品、数据平台

/中台产品、“易联”系列网关产品和网络安全服务在内的面向智慧城市和智慧政府的产品货架，并制定了相应的产品和市场

策略。在产品策略上，公司聚焦平台级产品与行业型产品并行成长，一方面行业产品不断深耕，导入新的场景能力带动技术

能力变革，另一方面平台级产品越强大越促进行业产品的易用性和稳定性以及组建能力更强，效率更高，成本更低，双向辅

助、双向成就。 

 基于公司“大数据+视频”双中台技术底座的形成，公司也初步尝试了公安行业外的智慧城市大数据应用服务试点，在市

域社会治理、市场监督管理、互联网+政务服务、智慧社区等领域均开拓了具备可复制性的应用场景和用例，为未来公司业

务的横向扩展和裂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和市场口碑。以“市域治理基层治理可视化实战系统”为例，公司在10个多月的时间内，

从产品定义到交付，已经成功在浙江、陕西这两个省的3个市、7个区级下属的街道成功落地，借助生态合作伙伴的助力，实

现了产品的快速校验，市场快速覆盖。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落地的关键成果主要包括： 

 2020年3月，公司基于自然语义解析技术推出智能案件分析系统，大幅提升警务人员在海量案件信息中方便、准确、快

速搜索相关案件信息的能力，有效实现对案件的智能串并分析，充分解放警务人员双手，提高基础工作效率和反应速度。5

月，山东省淄博市举行了淄博警务平台暨微信110上线新闻发布会，宣布该平台正式投入使用，截至当月共接收警情1375起，

其中实时音视频报警770起，消息报警450起，快捷报警155起，实战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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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6月，公司推出社会治安立体防空体系解决方案，汇聚多网多维数据，建立视频和数据双中台底座，集成公安检

查站治安管控、智慧街面巡防治安管控、地体公交智慧防控、大型活动安保、智慧内保、智慧安防小区管控、危爆物品立体

化溯源等9大系统，以及其他实现各类管控要素的子系统，形成了1+9+T的统一综合应用平台，并在公安部试点城市初步上

线。 

 2020年7月，公司行业解决方案推出了大数据中台解决方案、公安大数据智能应用解决方案、重大活动安保数字化实战

平台解决方案、机场立体防控解决方案、雪亮工程解决方案等8大行业解决方案。 

 2020年10月，公司在2020年数字陕西建设高峰论坛中推出“一核四化+可视化实战”的基层市域治理解决方案，打造数据

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的智能化治理新模式，助推社会治理决策科学化、防控一体化、服务便捷化，充分实现了跨部门

的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 

2020年11月，2020年第三届进博会，公司紧密结合上海城市数字化底座重磅推出了互联网端“随码行”、视综助手轻应用

等创新产品，也是公司在产品和技术的不断突破见证。第三届进博会安保任务的圆满完成证明了公司科技和产品创新的效果，

并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赞同与认可。 

2020年11月，公司建设的精准时空数据保障系统集成了实时视频图像数据、地理空间信息数据、教官信息数据等以立体

可视化的方式，将赛事态势实时展示在指挥调度人员面前，为其进行指挥研判和资源调度提供有效的支撑，实现2020年环意

赛期间保障智能化、可视化、扁平化，有效提升安保能效。 

 

（4）扩大“朋友圈”，积极拓展生态合作伙伴，为全国市场开拓打开通路 

报告期内，公司与公安部下属研究所、华为、腾讯、运营商等生态伙伴继续保持紧密合作，先后加入了中国华为智慧视

觉产业联盟和大数据产业生态联盟，在数字经济发展、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大背景下，与生态伙伴共同探讨和实践商业模式和

技术应用创新，加速技术向产品的有效转化，共同为智慧城市和智慧安防领域提供全面、创新、可靠的解决方案。 

 

（5）修炼内功，持续优化公司治理体系和模式，夯实管理赋能平台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明确了各业务部门的经营目标和职能平台的赋能定位，在经营价值上以“增量绩效”为导向，构建

了围绕“活动组织”即以项目为组织形式的最小业务单元，最大程度地激活在一线产出部门员工的创造力和主观能动性。 

在组织架构方面，公司践行“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深化产品线改革。引入IPD流程，强化产品立项审核，对产品

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同时，公司继续对营销组织进行改革，以营销中心覆盖产品线所在区域，以营销服务中心，销售办事

处、合资公司等多样化的模式覆盖全国市场；引入LTC流程，产品线与营销组织形成铁三角，共同面向客户，为客户提供价

值的产品及服务。 

在治理模式方面，公司形成了以专门委员会辅助组织进行决策和执行的模式。公司经营以经营管理委员会为核心，下设

产品技术委员会、战略营销委员会和增量绩效委员会，分别就经营所涉及的产品、技术、营销、组织建设与激励等专门问题

进行专项管理，从而形成，业务管理与专项管理交叉管理的运作模式。 

在营销管理方面，以公司发展战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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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力资源方面，以实现“以奋斗者为本”的经营理念为目标，公司人力资源通过参与对业务的梳理，按照“三支柱”的模

式进行了内部改革；同时报告期内重点落地了以“增量绩效”为核心的绩效激励和薪酬体系，有增量即有绩效，激活各业务部

门的业务开拓和成本意识，大大提高了管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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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安防及信息

化 工程 
145,170,275.14  11,663,844.11  8.03% -27.64% -82.09% -24.42% 

信息安全产品、

服务 与综合解

决方案 

24,771,003.52  16,935,587.90  68.37% 26.00% 28.36%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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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软件开发与

服 务 
100,106,215.40  9,027,264.08  9.02% 64.92% -34.11% -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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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的变更 

（1）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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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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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与技术服务相关、不满足无条件收款权的

“应收账款”重分类至“合同资产”，将与已生

效合同相关的“预收款项”重分类至“合同负

债”，其中税金作为“其他流动负债”列示 

合并预收款项2020年1月1日重分类减少金额74,117,601.45元； 

母公司预收款项2020年1月1日重分类减少金额45,595,582.14元； 

合并合同负债2020年1月1日重分类增加金额64,199,418.75元； 

母公司合同负债2020年1月1日重分类增加金额40,252,843.74元； 

合并其他流动负债2020年1月1日重分类增加金额9,918,182.70元。 

母公司其他流动负债2020年1月1日重分类增加金额5,342,738.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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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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