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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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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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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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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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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利信 股票代码 300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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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莉 刘丛丛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塔院志新村 2 号飞利信大厦

12 层 

北京市海淀区塔院志新村 2 号飞利信大厦

12 层 

传真 010-60958100 010-60958100 

电话 010-62053775 010-62058123 

电子信箱 phls@philisense.com phls@philisens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业务概况 

2019年，公司以“新型数字城市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为主营方向，在持续提升技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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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建设能力基础上不断开拓市场。运用特有的“1+1+N”运营模式，即“1个城市可视化+1个城

市数字大脑+N个城市数字化应用”，为城市提供可视化洞察能力、科学化决策能力以及多业

态项目执行能力，支持国内新型数字城市建设与运营创新，取得较好的市场收益。2019年，

公司为天津静海、河南南阳、湖北孝感、山东淄博等多个城市提供了“1+1+N”的整体解决方

案。 

本年度，公司业务继续按技术门类进行深度整合，形成音视频与控制、数据软件及服务、

物联网与智能化三大核心业务领域。三大业务领域在专业分工基础上、建立优势互补的协同

联动机制，为客户提供多样化、全方位、量身定制的新型数字城市建设与运营技术服务。经

过多年行业深耕，公司已经成为具有行业影响力的“新型数字城市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 

飞利信新型数字城市整体解决方案整体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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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聚焦音视频与控制、数据软件及服务、物联网与智能化领域，在传统优势技术的基

础上，不断创新，积累了多项自有核心技术和自主可控产品，形成公司作为“新型数字城市整

体解决方案提供商”的技术基础，是公司企业竞争力提升的根本保障。 

1、音视频与控制领域 

公司充分发挥在音视频与控制领域的技术优势，聚焦优势业务，将重点放在深化音视频

与控制业务上，结合传统产品，融入新兴技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适用于当前市场需求的

新型音视频与控制系列产品，为客户提供视听控一体化、“一站式”音视频整体解决方案，将

公司音视频与控制业务做精、做深、做强，为“城市可视化”提供基础技术支撑。 

城市运行态势可视化 

 
1.1 自有核心技术 

1.1.1 音视频技术-自主研发的PRSM-Bus实时流媒体总线技术 

公司是《会议系统用流媒体实时总线技术要求》行业标准的主起草单位，承担“面向音视

频通讯应用的流媒体交互技术”北京市工程实验室建设和相关技术研发任务。报告期内，工程

实验室按照计划推进，流媒体总线关键技术、流媒体总线智能接口、云视频会议平台、流媒

体通讯安全等关键技术研发均已按计划完成。目前正在组织产品测试、认证，将于近期报请

验收。 

基于二代流媒体总线技术，目前公司会议系统已经基本实现了从模拟化向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的转变，主要分为现场会议和远程网络会议。针对这两类会议系统在二代流媒体

总线中增加了对视频以及文件交互等功能的支持，增强了多媒体互动体验，同时结合流式加

密算法，解决了网络数据的安全问题。在现场会议中，采用多个PAD的形式进行组网，实现

该局域网内的文件传输、电子白板、PPT同步讲解、投影仪同步等功能。此外，还增加了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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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视频的采集和广播功能，可以连接外网，进行上网操作和与远程视频会议的对接，可实现

远程身份鉴定。 

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飞利信基于LED显示屏的发展趋势，自主研发高品质小间距LED显

示屏，集信息接收和信息转接模块为一体，省略箱体内部排线、连接线和网线转接模块，进

一步优化LED显示屏内部的互联组装结构，提升稳定性、可靠性和便利性。 

1.1.2 GIS技术 

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精图的自主地理信息产品KingMap平台，报告期内，完成KingMap 7.1

版本开发计划，平台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而厦门精图所处的空间信息产业具有技术链条

长、技术含量高等特点，凭借其自主核心技术能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厦门精图在空间信

息多个技术环节均有深厚的技术积累，不断推进自有产品的研发计划，根据时间、空间和属

性三个维度的固有特征，洞察事件全局趋势，为实现城市运行态势感知提供技术支撑。 

1.1.3 4K高清技术 

公司全资子公司互联天下自主研发技术包括高清视频编解码、视频处理技术、音频处理

技术、网络智能传输技术（QOS）、FEC前向纠错技术、动态视频合成技术、动态混音技术、

智能课件生成技术、自动跟踪拍摄技术、服务器级联技术等。其中，高清视频编解码采用增

强h.264编解码器，支持720P、1080P全高清视频编解码；视频处理技术支持视频反交错、平

滑降噪、高质量渲染等，大幅提高视频的主观视觉效果；音频处理技术支持回音消除、音频

降噪、自动增益等功能，使音频效果清晰悦耳；网络智能传输技术（QOS）属于自主研发的

高效率算法，采用三重缓冲和智能重传技术，在互联网环境下实现流畅的视频实时传输，达

到双向400ms以下的极低延迟；FEC前向纠错技术自主研发的高效率算法，通过较低的冗余数

据包，在突发网络丢包率30%的情况下，实现实时流畅的音频传输；动态视频合成技术根据

需要在服务器端将不同分辨率、不同帧率、不同码率的多路视频合成为单路视频；动态混音

技术根据需要在服务器端将多路音频混合编码为单路音频；智能课件生成技术一键录制，同

步生成互动多媒体课件，课件格式为通用格式，无须安装专用播放器或插件即可播放，观看

时可随时调整课件内容和布局；自动跟踪拍摄技术采用先进的图像分析处理技术，内置多重

智能策略，实现多区域、多目标、多策略的全自动跟踪和导播切换功能；服务器级联技术分

布式服务器部署和级联技术，构建多媒体传输网络（VN2），支持大用户量并发访问。 

1.1.4 光通讯技术 

公司全资子公司欧飞凌通过全系列的光模块系列产品、波分传输系列产品、网络安全数

据可视化系列产品、光缆实时在线监测产品及专业通信服务，灵活满足国内外不同运营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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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网客户的差异化需求及创新性要求的追求。2019年1月，信通院正式发布了5G承载光模

块白皮书，进一步促进5G行业的迅速发展，在5G建设上，50G/200G/400G光模块采用现有成

熟的25G光器件，利用PAM4技术将光器件带宽提升一倍，为5G承载网提供了高性价比的光模

块解决方案，25G SFP28双纤双向和单纤双向模块将会占据5G前传的主要市场。欧飞凌经过

多年在无源波分产品的耕耘，积累了众多成功的使用案例，为5G前传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

同时拥有多项领先的核心技术和专利，专注于网络连接、网络传输、网络数据可视化、网络

安全等技术开发和产品设计，已全面服务于主流运营商及企业网客户，并被誉为“全方位通讯

解决方案服务的标杆企业”。 

1.2 自主可控产品 

音视频类产品包括有线、无线数字会议产品、电子票箱、音频处理器、LED显示屏、双

链路有线数字会议表决系统等；GIS类产品包括KingMap 7.1平台等；结合4K高清技术搭建产

品包括智慧教育互动教学平台、嵌入式视频互动终端平台、网络学历教育平台；光通讯类产

品包括光传输系列产品，OSL6200系列升级产品、无源波分设备等，音视频与控制领域自主

可控产品及主要用途详见本节表1。 

飞利信KingMap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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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软件及服务领域 

公司在数据软件及服务领域持续开展技术研发，注重提升前端技术研发转化为后端应用

的能力，实现其商业价值。随着国家加大推动大数据产业发展的政策机遇，公司在现有大数

据、人工智能技术的基础上，进行大数据与垂直行业的技术融合创新，并积极进行业务实践，

为“城市数字大脑”提供数据服务。 

城市数字大脑 

 
2.1 自有核心技术 

公司持续积累与沉淀自身在分布式数据处理、数据整合与治理、数据交换、数据智能化

应用开发等技术能力方面的优势。 

在分布式数据处理技术上，公司拥有自主可控的大规模分布式数据处理技术，分布节点

规模理论无上限，通过实际项目测试，具有节点数过百、可平滑扩容、数据处理吞吐量超过

750MB/S、事物处理能力40万TPS等特性。 

在数据采集、整合与治理方面，公司拥有针对开放数据集关联关系智能挖掘引擎技术，

并在电力数据治理项目上成功实践，对于无直接关联数据表间的关系发现准确率接近70%，

大大降低了复杂数据情况数据梳理的人工投入。 

在数据交换技术方面，公司将自身可控序列的分布式数据交换技术进一步进行可视化处

理，并与国内众多信创数据库产品进行了适配，目前已在电力与信用领域上线应用。 

在数据智能化应用方面，公司构建了集数据探索、模型训练、场景仿真、应用开发与测

试为一体的智能化应用快速构建平台，并组建了掌握领域驱动设计、微服务架构、敏捷开发、

响应式产品设计等先进产品设计与开发思想的智能化应用开发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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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安全技术方面，公司自主研发链路安全加密设备、网络安全态势感知平台、安全

云服务系统等产品，依托自身网络安全技术能力以及自研MCU芯片，创新“互联网+网络安全”

的理念，实现自主可控的城市网络运行安全态势感知、网络安全事件侦测、预判通报、资产

评估、主动防御、端点安全深度检测等新技术的应用。结合公司全资子公司欧飞凌的网络信

息安全产品，为客户提供网络安全整体解决方案服务。 

在IDC数据中心方面，公司全资子公司天云动力提供数据中心整体解决方案，包括软硬

件智能化建设、虚拟化云服务、云安全服务、远程可视化运维等技术环节，已成功应用于政

府、金融、公安、运营商、大型IT企业等多类客户。 

2.2 自主可控产品 

主要产品包括飞利信诺玛大数据平台、数据治理平台、数据共享交换与开放探索平台、

安全云平台等，数据、软件及服务领域自主可控产品及主要用途详见本节表1。 

飞利信诺玛大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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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物联网与智能化领域 

公司在物联网与智能化领域注重与音视频与控制领域、数据软件及服务领域的协同，将

GIS技术的可视化呈现、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的数据运算和分析能力，融入到物联网平台中，进

行创新应用，积累了众多的项目和案例，持续拓展其深度和广度，为“城市数字化应用”提供

从技术到具体案例的整体解决方案。 

城市数字化应用  

 
3.1 自有核心技术 

在物联网技术方面，根据公司总体战略布局，持续研发PhiliCube（小飞数方）物联网平

台，发布了PhiliCube 2.0版本；开发了饮用水智慧管理平台、IDC机房综合监控管理平台、物

联网移动管理平台等应用软件；面向多个行业和物联网应用领域，提供技术支持和项目实施，

涉及智慧水务、IDC机房、重要产品追溯等业务领域。 

在自主可控MCU芯片方面，公司以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处理器IP核为基础，以RISC-V指令

集为核心，集成了多种安全模块，可实现从芯片设计、器件封装、耦合方式、模块系统的全

流程把控，完成从研发、封装、性能优化、全部测试及用户手册编制（详见公司官方网站

http://www.philisense.com 中 RISC-V 开发板块）的一系列工作。目前主要用于实现完全自主

可控会议表决系统，未来将投入基于RFID和Lora等的物联网终端。 

3.2 自主可控产品 

自主可控主要产品包括PhiliCube物联网平台、自主可控MCU芯片、基础设施类产品、政

务管理类产品、军民融合类产品、互联网教育类产品等，物联网与智能化领域自主可控产品

及主要用途详见本节表1。 

飞利信PhiliCube物联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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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自主可控产品及主要用途 

序号 产品类别 主要产品 产品主要用途 

1 音视频与控

制 

有线数字会议 

发言系统 

基于自主研发的PRSM-Bus实时流媒体总线技术，提供会议系统的人员发言申请

及优先级管理能力，结合扩声系统完成数字发言的系列产品。包括台式和嵌入式

两大系列多款产品形态，产品造型可提供定制。5.0版会议系统支持远程接入，

联动发言。 

2 无线数字会议 

发言系统 

兼容2.4G/5G无线传输标准，融合飞利信PRSM-Bus实时流媒体总线技术，实现数

字化会议发言功能，保证流畅发言的同时能给用户带来便利的施工体验。 

3 有线数字会议 

表决系统 

基于自主专利的PRSM-Bus流媒体实时总线技术，全面实现各种大中型会议的电

子表决，实时性强、安全、可靠，目前台式和嵌入式有丰富的产品形态以供用户

选择。5.0版会议系统支持远程接入，联动表决。 

4 无线数字会议 

表决系统 

基于2.4G/5G无线传输标准，融合飞利信PRSM-Bus流媒体总线技术，实现各类会

议的电子表决功能，目前产品形态有两个系列：手持系列和台式系列，特点为现

场部署灵活性强、机动性好。 

5 电子票箱 基于自主知识产权的图像扫描识别技术，读取票据速度快，票箱容量大，不限制

投票的方向，且可自动防止双张投入，可靠性高，满足各类大型会议表决需求，

投票数据可统计打印及永久备份、备查。 

6 电子报到系统 包括远距离报到门和近距离就餐机系列，主要用于会议中的自动身份识别及电子

签到、报警，可与集控系统对接，实现人员报到、实时视频跟踪等功能。5.0版

会议系统支持远程接入，联动报到。 

7 LED大屏显示 

产品 

主要针对小间距LED产品的研发及改进，优化拼接工艺，改进供电方式，装配模

块化，大大提高了安装施工的便利性，目前P1.87、P1.5625、P1.25装配工艺均达

到国内领先水平。 

8 无纸化会议 

系统 

包括后台服务器和终端系统，其中服务器是核心，液晶升降显示一体机、电子桌

牌、各种平板终端是用户接口，系统针对传统会议流程做了升级，包括会议坐席

管理、议题管理、发言管理、报到管理、表决管理、会务服务管理等，液晶升降

显示一体机采用飞利信专利技术性实现议题展示、电子阅文、屏幕共享及信息互

动，屏幕共享技术超低延时，结合电子桌牌，全面实现了会议无纸化功能。终端

平板可支持windows、Android、iOS等系统，5.0版会议系统支持远程视频会议接

入、融合。 

9 音频处理器 实现多路音频混合输入及自定义输出，音质音效处理水平行业领先，是飞利信核

心技术产品，用于音响扩声系统，可有效解决啸叫等问题。 

10 录播产品 实现会议及教育行业的音视频信号录制、直播、点播，录制视频清晰度高，可实

现多流录制，远距离存储，直播延时低，终端兼容安卓、windows及IOS播放。 

11 集中控制系统 AI智能集控产品是飞利信智能会议的集中控制单元，可实现各类产品智能化控

制，控制方式有串口、RJ45网口及红外线等方式，有智能学习功能，可以实现包

括信号的切换显示功能、设备电源的开关、升降设备的升降、灯光的调节、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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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节等。是飞利信打造的新一代AI产品。 

12 电子桌牌 新一代电子桌牌作为无纸化会议系统的终端界面，可实现桌牌升降，支持双面显

示会徽会标、人名职称及其它信息，正面触控屏可与无纸化系统对接。 

13 红外同传系统 红外同传系统是遵从IEC 61603-7和IEC60914标准设计的数字语音分发系统，包

括发射机单元、辐射板单元和接收机单元，飞利信数字红外接收机目前已实现量

产，接收距离、角度和抗干扰能力等均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辐射板单元在信号

延时补偿和多径问题处理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产品功耗低，节能环保。 

14 译员系统 飞利信译员系统是依托自主研发的PRSM-Bus实时流媒体总线技术实现的翻译人

员专用服务单元，可为翻译人员提供多达32通道的高保真下行语音选择，支持预

选和自动中继翻译功能。译员系统是会议家族的重要成员。 

15 双链路有线数字

会议表决系统 

在传统数字表决系统基础之上，全新研制的双链路数字表决单元，结合双备份中

控系统、软件热备系统，实现全系统的双冗余解决方案，为用户表决的可靠性和

安全性加码升级，目前台式和嵌装式亦有多款形态供用户选择。 

16 光电光转换系统
OEO 

将最多10 路1.25Gbit/s ～ 11.3Gbit/s 速率范围内任意协议的业务信号进行OEO

（光-电-光）放大，并转换成符合ITU-T G.694.1 建议的DWDM 标准波长或符合

ITUTG.694.2 建议的CWDM 标准波长，同时可以实现上述转换过程的逆过程。

可根据不同客户的不同需求定制解决方案。 

17 光保护产品OLP 可以实现光线路1:1保护。可根据不同客户的不同需求定制解决方案。 

18 光纤监控设备
FMS 

用于对用户在用光纤通道7×24 连续实时的在线监测和精准的故障定位，对城域

网络长期或者临时的可视性监控而不影响数据传输，深受光纤资源不足的客户的

欢迎。可根据不同客户的不同需求定制解决方案。 

19 无源波分设备 采用光纤波分复用的技术，利用光纤的不同偏振光方向进行传输技术可有效解决

在网络建设过程中BBU-RRU、DU-AAU间光纤拉远等传输光缆资源缺乏的现实

问题。通过在BBU\RRU、DU/AAU设备内更换为特定波长的彩光模块，并且在

两侧增加无源波分设备，即可实现在单纤中传输多个不同的业务。 

20 数据软件及

服务 

诺玛分布式数据

处理平台 

用于针对大规模非结构化、半结构化、结构化数据进行高吞吐离线分析处理，及

低延时实时计算处理。产品结构开放、弹性便于扩展，功能直观、简单便于使用，

系统管理完整、丰富便于维护。 

21 数据治理平台 用于多源异构、混杂无章的数据环境进行有效的采集、整合与治理，形成统一、

标准、规范、可标识、可度量的高质量数据资产，并配合诺玛大数据平台实现数

据资产全生命周期的一致性管控。 

22 数据共享交换与

开放探索平台 

通过多视角数据描述与索引，建立企业统一视角的数据资产目录，方便企业数据

分析人员进行数据探索与快速完成数据准备过程，加速企业智能化进程。 

23 通用安全网关类

产品 

用于边界隔离与访问控制，主要包括下一代防火墙、纯物理隔离网闸、堡垒主机

等。 

24 通用安全检测类

产品 

主要用于网络层、应用层检测，主要包括入侵检测IDS/防御IPS、网络审计等。 

25 安全云平台 以数据中心IDC或云业务数据和客户互联网应用为基础的监测、检测、扫描、探

测、防护、安全运维管理、安全服务为主的平台产品，主要包括安全云、态势感

知、大数据分析等。 

26 专用工具 创新开发的无特征链路加密技术应用到飞利信自主设计的工业带宽总线通信业

务应用中及数据通信网络安全可信环境的数据链路层通信防护产品。 

27 物联网与智

能化 

射频识别读写机

具及电子标签 

射频识别读写机具符合18000-6C协议，包括4通道、10通道、16通道超高频RFID

读写器、桌面发卡器、蓝牙读写器、通道门、3D天线货物读取隧道机等，电子

标签产品形态包括动物耳标、抗金属标签、计步器等。 

28 农业物联网智能

采集设备 

本系列产品负责农业环境数据采集，包括风速、风向、空气温湿度、雨量、光照、

土壤温湿度等，还可提供水质监测功能。 

29 物联网关 物联网关作为万物互联的基础设备，集成多种接入协议，可连接各种终端设备，

完成数据采集；集成主流工业总线，实现信息自动化及控制；集成多种组网协议，

实现灵活组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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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Lora基站及数据

采集终端 

基于窄带物联网 loRaWAN 协议的LoRa基站及数据采集终端模块。实现远距离

低实时数据的传输。 

31 电子货架标签
ESL 

基于目前主流电子墨水屏技术，与无线通信技术相结合，实现远程自动更新货架

物品信息。电子货架标签可广泛应用于新零售、大型商超、溯源以及会议人员展

示牌等领域。 

32 PhiliCube 2.0 PhiliCube（小飞数方）是飞利信“1+1+N”的新型数字城市解决方案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数字化、可视化及智能化等方面提供技术支撑作用。平台通过广泛的数据

采集、快捷的设备接入和全方位的互联互通形成以数据为核心的分布式平台，并

以平台化、工具化、协同化的方式支持数据建模、数据计算、应用扩展和可视化

呈现（2D、3D、GIS），为客户实现需求快速响应和持续创新提供强大助力。平

台可适用于智慧水务、轨道交通、重要产品溯源、智慧安防、智能楼宇、机房监

控等智慧城市多种垂直领域。 

33 自主知识产权

MCU芯片 

MCU芯片定位于两大应用场景：LoRa（低功耗广域网通信技术），实现LoRa PHY

层通信、基于开源LoRa Server工程搭建LoRaWAN环境。军用BMS（电池管理系

统），将MCU与其它电信号数据采集芯片结合，实现最多16节电芯的管理，进

一步优化BMS电池节能功能。 

用于实现完全自主可控会议表决系统，后续应用投入基于RFID和Lora等的物联

网终端。 

34 食用油溯源管理

平台 

食品溯源体系在传统行业信息系统的基础上叠加物联网、大数据、标识解析等新

兴技术，由一个云管理平台、一个数据处理平台、N个端（手持管理端、微信客

户端、门户网站等）组成，覆盖食品企业生产、仓储、流通、销售等应用场景，

集生产管理、仓储管理与智能分析等功能于一体，全方位实现溯源数据采集、查

询与可视化展示，是一个能够连接生产、检验、监管和消费各个环节，真正实现

源头可追溯、流向可跟踪、信息可查询、产品可召回、损害可赔偿的一整套行之

有效的溯源体系。 

35 基础设施类产品 全资子公司厦门精图的产品包括智慧管廊软件产品、智慧水务软件产品、智慧管

线软件产品等。 

36 政务管理类产品 全资公司东蓝数码的产品包括可信文档系统、人大代表履职综合服务平台、“智

会”平台、智慧党建等。 

37 军民融合类产品 全资子公司厦门精图的产品包括国民经济动员管理信息系统专用平台、应急及动

员指挥调度系统、应急管理指挥系统等。 

38 互联网教育类产

品 

（1）全资子公司国培网的产品包括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服务平台、全国职业

技能人才培训平台等。 

（2）全资子公司互联天下的产品包括智慧教育互动教学平台、网络学历教育平

台、嵌入式视频互动终端、嵌入式视频互动终端等。 

（二）“1+1+N”运营模式 

公司作为新型数字城市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创建“1+1+N” 新型数字城市运营模式，为

客户提供1个城市可视化、1个城市数字大脑和N个城市数字化应用。 

“1个城市可视化”以公司自主研发的流媒体总线为基础的音视频技术、GIS技术

-KingMap、光通讯技术、4K高清技术作为基础技术支撑，建立集城市综合运行监控、应急指

挥、城市会客厅为一体的应用场景，实现完备的城市运行状态、运行态势可视化；“1个城市

数字大脑”以公司在分布式数据处理、数据整合与治理、数据交换、数据智能化应用开发等技

术优势，建立城市数据分析系统，实现对城市各类数据进行决策分析，支持城市运行规划、

仿真和数字实验等创新性应用；“N个城市数字化应用”以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为支撑，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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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技术的可视化呈现、大数据运算和分析能力，持续研发PhiliCube物联网平台，形成涵盖基

础设施、政务管理、军民融合、互联网教育、智慧城市等优势行业，并积极在新兴领域布局。 

（三）业绩驱动因素 

2019年公司以提升业绩为主要工作任务。 

公司将“1+1+N”的新型数字城市整体运营模式明确定义为飞利信的核心运营模式，为客

户提供1个城市可视化、1个城市数字大脑和N个城市数字化应用；将"1+1+N”的新型数字城市

整体运营模式拓展到全国各个省份并成功落地城市案例。2019年是公司再一次提升的起点，

公司全体同事振奋精神、团结一致、精细管理、持续创新、不断学习，取得了扭亏为盈的成

绩。 

1、外部驱动因素 

（1）宏观政策推动 

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2018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比2011年提高了8.31个百

分点，年均提高1.19个百分点，新型城市蓬勃发展，城市群格局基本形成，近年来，国家相

继出台智慧城市相关政策不断推进城市建设，包括《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关于推进数字城市向智慧城市转型升级有关工作的通知》、《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等，未来智慧城市相关业务市场空间巨大。 

（2）客户需求提升 

公司自上市以来，一直致力于为人大政协系统及政府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在长期合作

中积累了大量核心客户，近年来，随着政府信息化进程的推进，客户对基础设施、政务管理、

民生服务、产业升级方面的信息化系统建设智慧城市顶层设计项目、智慧城市涉及垂直应用

项目需求量大，公司基于对政府部门需求及其业务流程的深度理解，加快政府信息化项目落

地，推动公司业绩增长。 

2019年公司主要收入来源分析：音视频与控制、数据软件及服务、物联网与智能化分别

占营业收入的54.14%、18.58%、2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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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部驱动因素 

（1）树立良好品牌--不断完善公司资质 

公司目前已拥有的自有核心技术和自主可控产品涵盖音视频与控制、数据软件及服务、

物联网与智能化三大主营业务领域，并拥有信息系统集成及服务壹级、建筑智能化工程专业

承包壹级、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专项甲级、涉密信息系统集成甲级、CMMI3级、安防工程企

业设计施工维护能力证书壹级、演艺设备专业音响工程综合技术能力等级证书、音、视频工

程业企业资质认证证书特级证书、武器装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国军标）等高水平资质，

为公司在规范运营及参与政府招投标项目等方面提供了有力支撑。 

（2）勤练内功--加大公司研发投入 

公司在“1+1+N”解决方案框架下，加大技术研发投入。2019年，在GIS研发投入项目包括

Kingmap7.1平台、地下管网、智慧管廊等；5G光模块研发投入项目包括OSL6400综合业务传

输平台、PAM4模块、OSL6200功能板卡增加、OSL6400平台配套网管软件等；安全产品研发

投入项目包括安全云平台、网络安全态势感知平台、链路传输加密产品等；物联网研发投入

项目包括PhiliCube 2.0物联网平台研发、自主可控MCU芯片；行业大数据解决方案的投入项

目包括湖南电力相关大数据平台运维及迭代演进功能开发项目，甘肃、河北等省电力公司的

2020年科研中台项目立项，农科院相关面源污染源普查与治理二期课题项目，湖北鄂州实验

基地的信息化建设项目，西藏自治区投资数据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建设项目，大家保险公司银

保通二期平台建设项目等。 

（3）整体联动--推进“1+1+N”整体解决方案的实施 

公司经过多年在智慧城市领域的耕耘，积累了众多成功的智慧城市案例和行业经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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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从事城市信息化以及智慧城市的相关业务工作中，具备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GIS、

移动互联等各方面的能力，并不断复制成功经验因地制宜地应用到更多城市中。目前已在福

建漳州开发区、天津静海、浙江丽水、宁夏中卫及山东淄博等多个城市进行布局，通过技术

与业务深耕，为未来几年公司在新型数字城市领域的建设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再塑企业精髓--完善经营团队 

经过2019年的调整，公司在销售、市场、业务、技术、财务、法律、内部管理等方面的

高端管理与专业人员，组建了人员稳定、配合良好、优势互补的团队，内部管理初见成效，

逐渐形成良性互动，从而能够有效开展涵盖从项目前期咨询、项目设计、项目执行、项目运

维等各阶段的相关工作，具备高效完成大型项目的能力。 

（四）行业发展概况与公司行业地位 

随着数字城市建设全面铺开，行业竞争将日趋激烈，公司倾力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

边缘计算等前沿技术及符合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业务领域，为应对未来激烈的市场竞争，不

断进行技术和业务创新，加快公司新型数字城市建设成果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复制，提升行

业竞争能力。 

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和行业发展，公司已成为新型数字城市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之一，

公司目前是国家智慧城市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成员单位、中国通信工业协会物联网分会常

务理事单位。针对自身发展布局，在保持传统优势领域领先地位的同时，保证紧跟行业发展

趋势，使既有业务与创新业务共同平稳发展，为此公司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技术团队建设、

市场开拓力度，建立了新型智慧城市研究院、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研究院、北斗与地理信息

应用研究院，可以为客户提供涵盖技术研发、前期咨询、中期实施、后期维护的完整产业链，

形成公司独具特色的“1+1+N”运营模式，能够更好地使公司在新经济、新形势、新变革、新

政策下的新市场格局中站稳根基构建发展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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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1,472,351,757.26 1,425,586,666.29 3.28% 2,220,676,444.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090,403.20 -1,959,223,196.40 101.64% 404,107,820.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20,328,542.40 -1,990,370,010.59 101.02% 391,925,25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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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7,680,471.48 -244,491,402.35 221.75% 137,022,732.5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1.37 101.63% 0.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1.37 101.63% 0.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4% -40.87% 102.06% 7.16%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4,994,628,950.97 5,720,266,009.68 -12.69% 7,264,789,862.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807,470,688.75 3,766,587,355.38 1.09% 5,807,621,15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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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152,429.04 432,039,046.10 544,189,764.56 150,970,517.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623,269.60 31,538,861.16 14,440,185.94 -29,511,913.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178,022.08 26,830,761.98 13,978,282.37 -34,658,524.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0,411,004.20 -102,387,531.63 19,685,753.99 159,971,24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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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619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77,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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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振华 境内自然人 12.08% 173,353,484 143,109,063 
质押 96,311,400 

冻结 173,353,464 

曹忻军 境内自然人 5.16% 74,036,800 58,740,825 
质押 13,645,689 

冻结 74,036,770 

陈洪顺 境内自然人 3.89% 55,881,650 44,740,312 
质押 2,195,996 

冻结 55,627,310 

王守言 境内自然人 2.68% 38,527,589 29,664,499 
质押 22,648,013 

冻结 35,944,026 

赵经纬 境内自然人 2.60% 37,300,000 0   

梁璐 境内自然人 0.93% 13,404,334 0   

华泰证券资管

－南京银行－
其他 0.79% 11,393,37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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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慧泽 1 号

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李双喜 境内自然人 0.67% 9,650,400 0   

刘仲清 境内自然人 0.88% 7,500,000 0   

余日华 境内自然人 0.52% 7,5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杨振华、曹忻军、陈洪顺、王守言是一致行动人。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四位一致行动人

因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累计被冻结股份为 338,961,570 股，占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 99.17%。杨振华司法冻结数量为 173,353,464 股，其中质押股份数量为 96,311,400

股；曹忻军司法冻结数量为 74,036,770 股，其中质押数量为 13,645,689 股；陈洪顺司法冻结

数量为 55,627,310 股，其中质押数量为 2,195,996 股；王守言司法冻结数量为 35,944,026 股，

其中质押数量为 22,648,013 股。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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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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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公司进行战略“瘦身”计划，聚焦优

势主业，三大主营业务协调发展，将对市场有价值的业务及资产进行整合，提升优质业务及

资产的整体质量和协同效应，朝着公司的战略目标前行，相比2018年年报业绩，公司的战略“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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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计划在2019年显示出成效。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472,351,757.26元，同比增加3.28%；实现营业利润

31,894,401.16元，同比增加101.60%；实现利润总额31,783,314.39元，同比增加101.59%；实

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2,090,403.20元，同比增加101.64%。 

 
具体情况如下： 

（一）聚焦主业，专注音视频与控制业务 

2019年度，公司音视频与控制业务营业收入797,131,851.96元，占公司营业收入54.14%，

同比增长4.48%，通过传统技术与创新技术的融合，公司在音视频与控制领域的行业地位进一

步巩固。 

报告期内，公司为适应当前政企项目发展需要，明确研发方向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

智能可创。目前会议系列服务器和中控产品已经迈出了自主化的步伐，服务器为龙芯3A3000

系列多处理器主机，搭载国产操作系统，已针对部分会议服务功能做了迁移，中央控制主机

采用国产FPGA+国产网络芯片，嵌入飞利信自主的流媒体总线技术，结合飞利信安全系列产

品，能够为客户提供全套的自主、安全会议解决方案。 

报告期内，公司基于AI的小飞速记助手已完成了ASR引擎的对接调试工作，采用定制硬

件加软件一体化方案，实现与会议后台联动，实现中文语音自动识别并形成智能字幕稿，完

成角色的自动标注，彻底解决说话人分离问题。预期小飞速记助手将为政府、企事业单位的

速录人员提供有效的辅助支撑，全面降低速录员的速记压力。作为飞利信会议家族的新成员，

进一步拓展了会议产品的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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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视频会议系统研发取得重要进展，其中视频会议MCU可结合飞利信五代

会议系统、液晶升降显示一体机、电子桌牌、各种平板终端等设备，将传统会议和视频会议

有机结合。优化了传统会议流程，包括会议坐席管理、议题管理、发言管理、报到管理、表

决管理、会务服务管理等方面，液晶升降显示一体机采用飞利信专利技术，实现议题展示、

电子阅文、屏幕共享及信息互动等功能，应用屏幕共享技术，实现超低延时信息传输，同时

整合电子桌牌，全面实现了会议无纸化功能。终端平板可支持Windows、Android、IOS等系

统，支持远程视频会议接入，融合远程报到、表决、发言及无纸化功能，加速了飞利信视频

会议系统的发展和完善。 

报告期内，公司机器视觉研发处于1D/2D识别的算法模型压缩、算法优化及移植准备阶

段，已完成了10K级真实数据的算法模拟工作，硬件模组及自研样板已到位，配合EVB验证

研发的debugger及camera module需要进一步验证硬件系统。公司目前在工业生产中的机器视

觉应用，主要涉及引导、检测、测量、识别等四个方向，未来将基于自身资源和市场需求，

选择机器识别作为产品开发切入点，完成基于机器视觉识别的barcode、DPM相关视觉识别产

品，力争快速晋级为工业机器视觉产品供应商。 

报告期内，全资子公司湖北飞利信主要业务为生产飞利信智能会议产品、物联网通讯模

块产品及LED显示屏产品，智能会议产品和物联网通讯模块产品由公司总部产品研发中心研

发设计，LED显示屏由湖北飞利信光电技术部自主研发设计。其中，智能会议产品包括液晶

屏升降机，中央控制器、增容电源、双机热备控制器、集控主机、就餐机、无线表决器、无

线接收发送基站、基站控制器、电子桌牌、台式发言表决器、嵌装发言表决器、双链路发言

表决器等；物联网平台产品包括发卡器、读写器、多款高频模块等；LED显示屏产品包括小

间距全彩P1.875LED显示屏、P1.5625LED显示屏等。 

报告期内，公司下属公司中大京堂主要开展业务包括：1、会议系统、音视频周边工程业

务。会议系统、音视频周边工程业务受行业周期性影响，业务额度比上年度有所减少。2、产

品代理业务。公司代理的产品主要有德国贝拉会议系统产品、BOSE音箱系统产品以及周边音

视频会议产品，并努力开拓国家部委、大型国有企业、高端酒店、会议中心等新客户。3、自

主产品业务。公司自主京堂品牌产品业务发展稳健：一方面，公司利用原有贝拉产品代理商、

经销商渠道进行自主产品业务销售；另一方面，自主开展项目和产品销售业务，努力争取项

目，如国资委会议室、广西防城港人大；另有部分会议室项目陆续会落地。4、会议服务业务。

公司2019年会议服务业务稳步开展，除了原有老客户外，积极开辟了新的客户，如张家港新

建会议中心、广西防城港两会以及国资委部分会议室。5、大型弱电集成业务。公司从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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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逐步向大型弱电集成项目转型，全面承接写字楼、酒店及小区的配套弱电系统建设

工作。 

报告期内，全资子公司欧飞凌依靠自主核心技术搭建光传输平台，以5G为契机，结合自

身在光模块领域多年积累的经验和技术优势，继续开拓集成商和运营商市场；以100G和200G

光传输技术为基础，开发适应市场需求的新产品，用于日渐扩大的光网络监控应用及新兴的

数据中心互联、企业专网应用，作为未来发展长期规划。 

报告期内，全资子公司互联天下在技术产品研发方面持续投入，不断跟踪行业发展趋势，

依托4K高清技术，不断完善包括高校网络学历教育平台、嵌入式互动终端产品、V云远教平

台、实景互动教学平台、公安远程送案系统等产品性能，扩大市场份额。 

报告期内，全资子公司厦门精图KingMap V7.0 平台通过华为认证审核，完成与中标麒麟

国产操作系统的兼容性互认证。通过组织架构、经营结构和人员调整，完成了KingMap7.1版

本开发工作，在数字地名、智慧管线、军民融合及应急管理等优势领域，依托测绘、软件、

集成等方面的专业资质，不断巩固行业地位和市场份额，并积极布局未来市场，打造行业领

先的空间信息综合服务提供商。 

（二）协同发展，围绕优势主业进行业务辐射 

1、数据、软件及服务领域 

2019年度，公司数据、软件及服务业务营业收入273,502,379.36元，占公司营业收入

18.58%，同比增长28.52%，通过提前布局相关行业，公司数据、软件及服务领域在未来的市

场竞争中将获得先机。 

报告期内，公司以自有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在垂直行业进行业务延伸，在能

源、粮食、农业领域既有客户的基础上，成功将业务拓展至金融保险业，并已签订了实质的

商业服务合同。 

目前，大数据行业受国家发展战略影响，市场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在国家政策推动下，

后续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大智云融合一体化、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将显著增长，各个大数

据领域参与者将越来越聚焦细分市场领域。由于市场由封闭转向开放，业务由确定性转向不

确定性，促使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提高了市场对于数据服务的需求，且数据领域中的头部

公司因其资本助推性质所产生的路径依赖，大多会以平台、工具等高利润率产品销售模式为

主，但缺失实施服务，无法直接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而飞利信提前布局数据服务能力，正

好迎合这一供应缺口。飞利信大数据业务聚焦能源、农业及政府公共事业等大数据服务领域，

经过行业深耕及自身业务提升，使得公司的数据服务能力在行业处于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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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研发重点持续围绕企业数据资源管理相关数据治理技术、数据共享交换技术、智能

化算法行业应用展开，相关产品包括诺玛大数据平台、数据可视化共享交换系统、电力行业

工程化数字移交图像处理引擎等，并得到第三方权威机构的基础能力评测，其他产品也都已

进入公共测试阶段。 

报告期内，公司承接的项目有：湖南电力相关大数据平台运维及迭代演进功能开发项目，

甘肃、河北等省电力公司的2020年科研中台项目立项，农科院相关面源污染源普查与治理二

期课题项目，湖北鄂州实验基地的信息化建设项目，西藏自治区投资数据综合管理服务平台

建设项目，大家保险公司银保通二期平台建设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助力“国家金林工程”建设，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信息中心签订合同，根

据项目需求，完成林业生物多样性监测与评价基础信息的获取、管理与共享，实现474个国家

级林业自然保护区监管信息的整合入库，掌握林业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海洋

公园、风景名胜区等的基本情况并进行评估，实现全国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资源管理、野生动

物疫病发生趋势预测、林业有害生物预警防治服务与评估等功能，为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

数据共享提供技术支撑，是公司在大数据应用领域又一重要实践案例。 

报告期内，公司加速在可视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技术研发，实现了硬件设备、

软件开发、系统集成、安全服务等多领域的业务能力覆盖。一方面，新增业务已覆盖数据中

心运营建设及等保服务、轨道交通等保服务、自主可控安全产品研发应用以及可信计算等新

领域。通过将安全技术经验应用于飞利信工业2.0产品设计过程，将对未来飞利信自主工业控

制领域安全产品开发及技术应用拓展起到强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重点以工控安全产品

研发为中心，将网络安全经验衍生出的新技术成果，转化为工业控制领域的创新产品，经多

层次产品叠加形成的客户安全策略、安全检测及监测、安全防护、安全服务运维等多领域实

践经验，为用户实现应用系统感知监控与安全防御深度融合，形成全局统一的可视化态势感

知体验，最终为推动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安全防护，应用等级保护2.0的标准验证提供重要帮助。

报告期内公司与CETC、中船、中核等单位开展深入合作，并积极参与纯国产化平台在AK项

目中的推广与应用，推动了公司在工业控制安全领域的持续发展。 

2、物联网与智能化领域 

2019年度，公司物联网与智能化业务营业收入374,554,979.20元，占公司营业收入25.44%，

结合公司音视频、大数据、地理信息、人工智能等技术，提供自上而下的整体解决方案，为

物联网与智能化领域提供垂直应用解决方案。 

报告期内，公司PhiliCube（小飞数方）物联网平台已具备多样化的设备接入方式和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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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汇聚能力，能实现全面的泛在高速连接、互联互通、智能感知控制；通过智能服务运

行状态监控、诊断、审计及远程维护，确保平台具备工业级的安全防护标准，保障了数据加

密传输与完整性，实现应用的多级权限控制，打造成为安全可控的物联数据中台，能对应用

层提供可信的数据交换能力；平台支持2D/3D、GIS等多样化展示方式，采用便捷组态操作和

多人协同的应用扩展模式，具备高效、全面及快速响应的数据可视化能力；以数字孪生技术，

实现实体设备、工艺、逻辑等快速的数据建模，实现业务对象动态仿真和基于实时状态的精

准运行；结合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的数据运算、分析能力，实现数据深度分析、全面监控；平

台还支持单机、分布式、集群等多种部署方式，满足多样化的部署需求，可快速构建云、边、

端多级应用平台。 

平台在研发过程中，围绕数字孪生技术进行了应用创新，实现了数字孪生系统中物理实

体与领域模型的识别及与数字虚体的映射，提升模型和数字虚体的构建效率，通过模型之间

的关系，以及虚体之间的关系增强事件联动、拓扑展现和业务流程的实现能力，通过快速识

别物理实体的领域模型，使得领域模型的构建效率和检索应用效率提升。 

国家明确的七种新基建中，5G基建将带动产业互联网的发展，以物联网、车联网、工业

互联网为代表的产业互联网将加速增长；大数据中心基建将直接拉动IDC机房监控业务；人

工智能基建需要广泛的数据采集支持，物联网平台将为之提供物理世界的各种数据；工业互

联网行业将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平台建设和推广应用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以上新基建发展都

需要物联网技术和软件平台的支持，是公司物联网业务发展的重大机遇。 

报告期内，公司自主可控MCU芯片主要用于实现完全自主可控的会议表决系统，未来将

用于基于RFID和Lora等技术的物联网终端设备。 

 

表4 中标项目索引表 

序号 所属领域 中标主要项目 

1 音视频与控制领域 安徽省人大预算联网监督系统会议室会议系统项目 

2 2019年河南省两会 

3 丽水市人大会议远距离签到系统 

4 辽宁省人大机关会议系统升级改造项目 

5 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议室改造项目 

6 武汉京东方多媒体会议系统项目 

7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会议系统项目 

8 北京市政协会议办公楼智能化会议系统运维项目 

9 来宾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室改造项目 

10 上海移动流量增长核心网上网日志系统紧急扩容工程汇聚分流设备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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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019-2020年中国联通重庆市分公司光模块集中采购项目 

12 青岛市黄岛区人大常委会会议室会议专用系统所需设备采购项目 

13 盐城·新弄里专业扩声及专业舞台灯光系统项目 

14 国家生态环境部2019年度信息化建设项目—应急视频会商系统项目 

15 孝感市孝昌县分级诊疗信息平台项目 

16 新疆社会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联合惩戒宣传教育视频培训系统 

17 北京新地标——中信银行总行“中国尊”会议系统集成项目 

18 2019年IDC项目安全管理平台扩容工程一期汇聚分流设备扩容项目  

19 湖南联通2019-2021年无源波分设备采购项目 

20 光缆自动监测系统采购 

21 数据软件及服务领域 国网湖南省电力-信通新技术创新应用-设计开发实施项目 

22 淮北矿业集团大数据分析与展示中心项目 

23 数字福建终身教育大数据研究所顶层设计与发展规划项目 

24 物联网与智能化领域 淄博市政务服务中心智能化服务系统项目 

2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12348热线智能语音接转平台项目 

26 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公交调度系统项目 

27 中国联通华南（东莞）数据中心10号综合通信楼智能化工程 

28 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三所一队信息通信建设项目 

29 淮北市平安工程一期平安监所项目 

30 北京京东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2019年维修改造项目信管工程 

31 巴彦淖尔市规划局巴彦淖尔市规划与地理信息综合管理平台建设项目（一期）调

整增加规划一张图子系统部分功能及增加管线大数据展示子系统应用开发项目 

32 太康县农村房屋不动产登记项目 

33 南阳市环境保护局环境监控信息能力升级改造项目 

34 政和县国土资源局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项目 

35 海洋三所深海生物资源大数据集成与平台一期等项目 

36 基地管理信息系统项目 

37 漳州招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建设局（人防办） 

38 井冈山市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成果转化项目 

39 进贤县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成果转化采购项目 

40 九江市濂溪区民政局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成果转化招标项目 

41 瑞昌市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成果转化项目 

42 淄博高新区西五路地下综合管廊智能化项目 

43 湖北省孝感市孝昌县雪亮工程项目 

44 某机构应急指挥系统项目 

45 北京市房山区雪亮工程项目 

46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智能化项目 

47 湖南医药学院新校区智慧校园项目 

4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电子政务外网安全监测平台项目 

49 湖北农科院鄂州基地农业污染防控示范展示、实施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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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三所一队”悬挂点整改及“铁桶工程”项目 

51 国网信通产业集团集中采购项目（高安全电力电缆标识器模块及探测器模块产品

研制—读写器研究及服务部分） 

52 西藏那曲市14所学校“数字校园”项目 

（三）持续创新，紧跟新兴市场的发展趋势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强研发投入，保证音视频与控制、数据软件及服务、物联网与智

能化技术方面的新技术研发及业务拓展。2019年，公司持续加大技术创新力度，现有研发人

员766人，占人员总数的比例为53.75%，全年发生研发费用102,496,053.35元，研发费占营业

收入比重为6.96%。公司人均研发投入见附图，具体研发项目详见“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

析”之“二、主营业务分析”之“4、研发投入”，为公司的核心技术和产品的自主可控和持续创

新提供源动力。 

 
公司通过加强与国内技术领先企业的密切合作，利用自身优势技术，瞄准音视频与控制、

数据软件及服务、物联网与智能化技术领域的新兴市场，积极谋求战略合作。2019年6月，公

司与安徽问天量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百兆带宽的传输加密系统产品”

研发过程中，通过将问天量子的量子密钥分发终端（QKD）产品与公司御智信S-Box链路传

输加固系统整合，使S-Box产品能满足更高保密等级的加密传输应用。飞利信御智信S-Box链

路传输加固系统是公司安全产品团队，基于对市场需求和导向的理解，设计开发的一款全新

的加密产品，主要用于实现对主机应用层数据安全加固、消息来源正确性验证等，适用于政

府、企业、金融信息系统，可以实现对联网信息系统的数据加固与消息来源的正确性验证。 

（四）提高市场认可度，发挥品牌和客户优势 

（1）企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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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4日，飞利信集团以“科创新时代 同心赢未来”为主题举办2019年新春年会，对

2018年度公司的发展进行了全面、客观、公正的总结，布局2019年将“1+1+N”的新型数字城

市整体运营模式进行业务扩张。 

2019年4月3日，飞利信集团2019年度营销工作会议在湖北孝昌飞利信科技园召开，围绕

“立足科技发展，促进营销提升”的会议主题，对2019年度的市场营销工作进行了整体布局，

并提出了总体目标。 

2019年10月8日，飞利信集团举办了主题为“科技创新与营销变革”的2019年度高管交流会

议，对集团2019年前三季度工作进行了总结，对四季度重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以“科技创新

与营销变革”为主题，目标是推动各业务板块的传统经营模式与新兴市场模式进行快速融合，

促进经营工作的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潜在客户跟踪，高质量经营，及新领域、新区域、新

市场的开拓工作；提振经营工作，用新方式、新思路取得市场认可，以客户为中心，用“诚”

满足需要，用“新”开拓市场。 

（2）参展情况 

2019年3月7日，公司受中国智慧城市产业与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邀请，参加在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如心会议中心召开的“物联网与智慧城市创新成果与应用案例交流会”，进行了题为

《物联网技术在农牧业安全追溯中的应用》主题报告。飞利信在安全追溯领域的成果方案和

创新模式赢得了在场专家、企业同行的一致认可，会后开展了深入的交流活动。 

2019年3月21日至23日，公司物联网平台PhiliCube（小飞数方）参加了以“融合引领视界·智

慧连接未来”为主题的第二十七届中国国际广播电视信息网络展览会（CCBN2019）。PhiliCube

作为飞利信“1+1+N”的新型数字城市整体解决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智慧城市案例演示诠

释了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技术与广播电视行业的深度融合，受到与会各界人士的

广泛关注。 

2019年5月，飞利信自主研发的“诺玛分布式批处理平台” 顺利通过“DCA大数据产品能力

评测”，获得了行业专家的认可。 

2019年6月4日，《数据资产管理实践白皮书（4.0 版）》在2019大数据产业峰会上发布。

作为TC601的会员单位，飞利信数据资产管理团队一直致力于数据资产管理的理论研究和项

目实践，深度参与了《数据资产管理实践白皮书（4.0 版）》的研讨和修订，为政府和企业开

展数据资产管理工作提供了有益参考。 

2019年5月22日，以“网络全球•决胜未来”为主题的第三届未来网络发展大会在南京市江

宁区隆重开幕，飞利信参加本次大会，并在“如何有效的进行网络安全防护”问题上进行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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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分析。 

2019年7月30日，公司亮相IOTE2019深圳物联网展，展出了物联网平台PhiliCube(小飞数

方)、睿时信系列物联网产品、御智信系列安全产品、自主可控光通讯产品及LoRa无线传输、

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燃气监测、智慧水务等核心产品和行业应用，受到观展的国内外客户的

广泛关注。 

2019年8月10日，飞利信携智能会议核心产品及行业应用方案，重磅亮相中国国际专业音

响•灯光•乐器及技术展览会（PALM EXPO），展出内容包括有线及无线会讨系统、无纸化会

议系统、红外同传系统、互动教室解决方案、智慧人大解决方案等内容，同时展出的还有飞

利信子公司中大京堂的京堂会议系统及代理的BOSE音箱、televic会议系统等。飞利信智能会

议板块的核心产品及应用悉数登场，呈现出璀璨的视听控效果，让观展嘉宾感受到智能会议

系统所带来的全新会议体验。 

2019年9月6日，2019世界数字经济大会暨第九届中国智慧城市与智能经济博览会（“智博

会”）在宁波召开，作为国内新型数字城市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的典型代表，飞利信携城市大

脑平台—Philicube、地理信息平台—KingMap平台、重要产品追溯体系解决方案、智慧水务综

合平台、智慧管廊解决方案、智慧教育解决方案、智慧城管解决方案、智慧政务解决方案等

亮相智博会，让参观者感受到飞利信新型数字城市所带来的全新智慧生活体验。 

2019年10月17日，飞利信参加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大数据技术标准推进委员会

“TC601 ”2019年第三次全体会议，作为一家拥有多款高水平综合性信息平台的科技型高新技

术企业，飞利信近年来积极参编行业标准和重点领域白皮书。作为主要编写单位，参与了2018

年度发布的《数据资产管理实践白皮书3.0》、2019年度《数据资产管理实践白皮书4.0》的编

制工作。在2019年12月10日数据资产管理大会期间，全程参与《政务大数据平台建设白皮书》

的编制工作，多次与各界专家深入沟通探讨，为政府和企业开展政务信息化建设提供了有益

参考。 

2019年12月20日，由天津市静海区委网信办主办的“静海区新型智慧城市技术分享会”隆

重召开，作为静海区智慧城市顶层设计主要承担单位，飞利信以智慧城市建设领域的自主可

控技术、产品及核心解决方案与在场的各位专家进行了分享与探讨。 

报告期内，下属全资子公司厦门精图获得“华为技术认证书”。厦门精图KingMap地理信

息系统开发平台V7.0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TaiShan100完成兼容性测试，华为智能计算特授予

厦门精图HUAWEI COMPATIBLE证书及相关认证徽标的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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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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视频与控制 797,131,851.96 257,171,279.00 32.26% 4.48% -17.74% 18.30% 

数据、软件及服

务 
273,502,379.36 94,029,168.48 34.38% 28.52% 1.05% 17.84% 

物联网与智能化 374,554,979.20 103,995,265.98 27.77% -9.06% -29.91% 21.50% 

其他业务 27,162,546.74 12,986,374.67 47.81% -28.40% 29.19% -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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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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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

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政部分别于2019年4月30日和2019年9月19日 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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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

的通知》（财会（2019）16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

《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政

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

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

后的准则规定，对于首次执行日尚未终止确认的金融工具，之前的确认和计量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

的，应当追溯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本公司将因追

溯调整产生的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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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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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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