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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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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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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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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宝股份 股票代码 00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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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妹妹 王坚 

办公地址 江苏省丹阳市横塘工业区 江苏省丹阳市横塘工业区 

电话 0511-86644324 0511-86644324 

电子信箱 ir@hengbao.com ir@hengbao.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恒宝股份是中国金融科技、物联网、数字安全和数字化服务领域的领军企业，致力于为银行、通信、政府公共服务部门、

防务、交通和先进制造等领域提供金融科技、物联网和数字安全安全及数字化服务整套解决方案，从安全设备到支付安全、

身份与隐私保护、移动支付解决方案、云认证访问服务、智能设备远程管理、数字化服务、数据安全和区块链技术等，公司

以雄厚的技术实力和多年在金融、物联网和数字安全领域独特的经验助力客户为数十亿用户设备提供服务。 

业务方面，公司主要面向致力于为银行、通信、政府公共服务部门、防务、交通等多个行业提供高端智能化产品及数字

安全解决方案等服务。具体包括：通信和物联网连接、安全产品、系统平台、身份认证识别、数据安全、移动支付解决方案、

智能终端、智能卡、智能卡模块封装，以及金融科技服务等。此外，公司在区块链技术产品工程化已有一定的储备，在数字

安全和数据交易等方面均进行了布局。 

目前，公司的客户遍布海内外。一方面，在国内取得了国家十大部委等政府机关的信赖，并与100多家银行、三大通信

运营商建立了稳健的合作；另一方面，为助力“一带一路”建设，与银联国际达成了多项战略合作，先后在柬埔寨、缅甸、澳

大利亚等地区，首发恒宝银联卡，是银联海外新兴支付业务布局中，参与项目最多、合作最紧密的企业，也是国内入围银行

智能卡及数据安全解决方案等服务提供商最全的企业之一。 

具体产品方面表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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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产品为商业银行、行业客户和物联网客户提供基于智能手机的移动互联网身份识别或安全支付端到端解决方案和物

联网通讯过程中的信息加密和传递加密。在可信执行环境（TEE）体系成为共识的背景下，提供集TEE、TA、eSE、TSM、

TAM的完整的安全解决方案。公司与产业链合作方紧密合作，提供适合不同应用场景的安全解决方案。公司在产品技术、

应用拓展，产业链合作等方面具备一定的先发优势。 

智能IC卡产品主要原材料为CPU芯片，公司通过参加商业银行、城市一卡通等客户的公开招投标获得发卡资格和订单，

并按照招投标确定的价格和订单数量销售给客户。该业务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为卡片销售价格的变化幅度。 

通信和物联网连接是以CPU芯片为基础，为运营商的通讯设备和物联网终端设备提供连接服务。该业务主要驱动因素为

连接设备数量。公司一直以来在三大运营商占有较高比例。尤其在物联网市场不断增长的情况下，连接设备会大幅增长。 

智能终端是移动互联网时代方便持卡人随时随地进行IC卡有卡支付和圈存的移动终端，传统燃气、交通等民生便民应用

对线上充值与支付需求明确。mPOS、智能POS等互联网POS产品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传统POS的更新换代产品。税控盘是国

税总局规定的增值税纳税人必备的税控设备，销售价格由国家发改委确定。公司终端产品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为产品销售量

和成本控制。 

系统平台产品主要面向商业银行及行业客户提供行业一卡通、移动支付整体解决方案，面向商业银行及行业客户提供金

融IC卡即时发卡以及社保卡、居民健康卡等行业卡的即时补换卡整体解决方案。其中移动支付整体解决方案聚合了手机PAY、

行业HCE、二维码、手机TA盾最新技术，是国内外商业银行业务需求热点，也是公司培育的新的业务增长点。 

金融科技服务主要面向金融领域，立足于公司长久以来在金融行业的丰富经验，通过技术手段的应用，尤其是计算机互

联网技术以提高金融服务质量和效率、降低金融机构运营成本。公司主要专注于在支付科技、交易科技、税务科技、监管科

技和保险科技领域的开拓，并且一直致力于区块链技术在这些领域的应用。金融科技服务是在金融领域的新增长业务。 

特种通信物联网业务主要面向公安、消防、国防建设、国家安全等应用领域市场，重点布局高端传感器设备、通信加密

终端、智能侦测终端等核心产品。在充分了解客户需求之后，与传统通信设备制造企业合作，在传统产品中融合了公司在金

融支付，移动通信、信息安全等领域的技术优势，形成了新一代高端智能安全通信设备；并结合智能云服务平台，为客户提

供应急指挥通信、数据链等特种应用整体解决方案。该业务是公司培育的新的业务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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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2,163,738.15 1,535,467,255.35 -31.48% 1,690,305,333.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24,407.34 86,769,193.40 -98.01% 145,493,021.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655,807.70 75,470,025.95 -137.97% 92,113,790.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5,155,453.08 -44,451,823.26 -1,258.91% 588,243,108.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25 0.1238 -97.98% 0.204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25 0.1238 -97.98% 0.20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9% 4.54% -4.45% 7.82%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2,362,507,462.60 2,349,715,249.41 0.54% 2,250,514,166.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29,301,833.83 1,928,289,808.98 0.05% 1,894,006,7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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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054,120.01 275,269,471.36 263,039,228.70 334,800,918.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979,880.94 35,838,142.44 20,877,968.59 -44,011,822.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457,778.59 31,500,075.12 16,128,625.14 -62,826,72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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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653,025.88 314,232,191.96 88,694,203.29 147,882,08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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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924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72,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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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京 境内自然人 20.65% 143,925,147 107,943,860 质押 71,199,996 

易方达基金－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易方达

基金－汇金资

管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2.02% 14,048,600 0   

蔡晓 境内自然人 0.44% 3,044,375 0   

全学哲 境内自然人 0.35% 2,438,900 0   

蒋丽娜 境内自然人 0.34% 2,350,000 0   

薛大鹏 境内自然人 0.32% 2,245,140 0   

叶强 境内自然人 0.29% 2,025,000 0   

马晓兰 境内自然人 0.29% 2,021,710 0   

孙瑞军 境内自然人 0.26% 1,795,200 0   

朱翼翀 境内自然人 0.24% 1,693,6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钱京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 露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上市公司股

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前十大股东中，蔡晓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票 3,044,375 股；叶强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票 2,025,000 股；马晓兰通过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803,700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218,010 股；孙瑞军通过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647,800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47,400 股；

朱翼翀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570,900 股，通

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2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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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5,216.37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1.4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2.44万元，较上年

同期减少98.01%；营业成本73,449.22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7.19%；管理费用、销售费用、财务费用三项期间费用共计发

生14,023.68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0.30%；研发投入12,747.4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0.3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515.5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55,960.7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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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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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证类 5,792,081.29 1,416,638.17 24.46% -0.14% -23.74% -7.57% 

制卡类 828,949,360.25 224,221,399.70 27.05% -8.40% -12.43% -1.24% 

模块类 88,628,897.06 8,012,017.87 9.04% -39.34% -52.97% -2.62% 

特种物联网业务 59,590,265.36 53,991,083.13 90.60% -85.08% 12.56% 7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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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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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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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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前一报告期分别减少31.48%、37.19%、98.01%，

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主要是特种物联网业务采用净额法核算，及收购子公司一卡易形成的无形资产发生减值5,619.83万元、

商誉发生减值5,251.45万元共同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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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第十二节、五-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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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公司云宝金服（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于2020年3月设立子公司云玥科技（上海）有限公司，2020年3月该公司纳入合并

范围。 

本公司于2020年4月设立子公司海南省恒宝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截止2020年12月31日该公司尚未实际经营。 

本公司于2020年5月设立子公司恒宝物联网有限公司，截止2020年12月31日该公司尚未实际经营。 

本公司于2020年6月出资设立子公司恒宝润芯数字科技有限公司，2020年6月该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子公司恒宝国际有限责任公司于2019年11月出资设立子公司Chipstone Technologies Pte.Ltd和孙公司Keyfort Pte.Ltd，2020

年1月Chipstone Technologies Pte Ltd和Keyfort Pte.Ltd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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