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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49                             证券简称：汉邦高科                             公告编号：2019-080 

北京汉邦高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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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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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邦高科 股票代码 300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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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潇 马征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 11号 4号楼裙房四
层 

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 11号 4号楼裙房四
层 

电话 010-57985711 010-57985711 

电子信箱 hbgkzhqb@hbgk.net hbgkzhqb@hbgk.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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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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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24,877,826.79 169,935,599.37 -26.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475,246.63 12,920,166.14 43.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4,336,326.57 11,954,187.35 -303.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0,105,250.26 -7,532,091.51 -697.9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8 37.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8 37.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7% 0.97%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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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1,736,075.63 2,289,679,372.65 -4.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41,552,122.08 1,464,455,004.99 -1.5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6,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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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立群 境内自然人 26.53% 44,900,700 33,675,525 质押 31,756,400 

刘海斌 境内自然人 3.76% 6,360,908 0 质押 3,110,000 

李朝阳 境内自然人 3.31% 5,604,869 4,615,709   

泰达宏利基金－平安银行

－泰达宏利中兵投资 2号

定增 

其他 3.28% 5,555,555 5,555,555   

姜河 境内自然人 2.48% 4,205,613 3,077,140   

李千里 境内自然人 2.17% 3,666,666 3,666,666   

天津滨河汇鼎信息技术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7% 3,666,666 3,666,666   

张海峰 境内自然人 1.97% 3,333,726 0 质押 3,329,400 

蒋丹芬 境内自然人 1.40% 2,374,500 0   

#西藏富通达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0% 2,207,24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不适用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西藏富通达投资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

申万宏源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207,240 股，实际合计
持有 2,207,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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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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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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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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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9年上半年，在面对国内经济波动，商业环境不确定性风险快速上升，以及行业竞争加剧和在市场

渠道、研发投入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公司通过自身的经营努力，坚持以客户需求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

动，保持智能安防市场良好的发展态势，推进规模增长的同时兼顾效益提升。公司“秉承AI赋能，让世界

拥有智慧的眼睛”企业发展愿景，致力于最终实现构建数字视频内容智能监测、分析、应用的多元化产业

生态。为实现长期公司发展目标，公司2019年上半年业务发展重点主要集中在数字视频监控业务和数字音

视频内容安全服务业务。其中数字视频监控业务延续公司在安防行业发展积累，并结合当下新技术创新和

新商业模式，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数字视频内容基于行业应用的专业服务；数字音视频内容安全服务包括

在广电行业、互联网领域的数字视频内容安全检测、监控业务和基于数字水印技术的智能应用，如数字版

权保护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概况如下： 

一、积极创新开拓新业务、新市场 

公司依托在数字视频业务的多年积累和核心技术，积极开拓传统安防领域以外新业务、新市场，并结

合包括5G通信技术、云计算服务、大数据算法等新行业技术创新业务经营模式。公司通过新客户的拓展，

延伸了业务领域，创造了新的业绩增长点。 

二、深挖存量市场，创造新赢利点 

经过二十多年行业客户积累，公司为公安行业、金融行业客户长期提供稳定可靠的数字视频监控和管

理服务。面对存量客户，公司根据行业政策、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和政府管理需求的变化探索和推动新的

商业模式。公司在服务广电总局和各地广电分局同时，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壮大主流舆论阵地提出明确要求，参与各级广电局融媒体建设。公司不断通过深挖存量市场，探索客户新

需求，创造新的赢利点。 

三、提高运营效率，优化财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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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为提高企业长期市场竞争力，通过优化团队组织、激励方式、外协机制，同时推动人力资源去冗

归核实现企业精简高效发展。公司加新业务和高毛利产品投入同时，对毛利率较低、回款周期较长的业务

链条进行优化，从多方面入手提高企业运营效率。另一方面，公司优化财务结，逐步改善周期较长的项目

投入融资基本靠银行流动性贷款的格局。报告期内，公司针对部分优质项目制定专门的资金方案，合理匹

配资金，大幅改善经营性现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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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首次执行金融工具准则 
2019年04月2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在巨潮资

讯网中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1） 

执行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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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变更财务报表格式 

2019年08月07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详见公司于2019年08月07日在巨潮

资讯网中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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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