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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恒泰实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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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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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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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313,691,155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1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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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实科技  股票代码 30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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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焱 司晓薇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林风二路 39 号院 1 号楼 11

层 

北京市海淀区林风二路 39 号院 1 号楼 11

层 

传真 010-62670508 010-62670508 

电话 010-62670518 010-62670506 

电子信箱 liyan@techstar.com.cn sixiaowei@techstar.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营业务 

2018年，公司实现通信技术应用和智能大数据应用的战略布局，促进了通信、电力两大基础行业的技

术互补、资源共享，形成了良好的协同效应，从业务发展战略上形成了通信技术应用和智能大数据应用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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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技术支撑和发展路线，通过做实做深通信、电力两大基础行业，逐步拓展到交通、金融、农业等行业。 

2019年，在5G商用及物联网迅速崛起的背景下，公司沿着战略发展规划目标，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

态，进一步聚焦主业，致力于打造国内领先的通信设计及物联应用解决方案供应商。全面投身物联网大数

据应用的建设与运营，为政企客户提供各类智能化综合解决方案。在数字化和信息化进程中，信息通信将

是互联互通的基础，向应用方向有持续的延展性，并将与以通信技术为轴心的万物互联应用集成相结合形

成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及最佳实践，进而以此为基础持续向其它行业拓展。公司通过战略布局迎接第五代通

信技术（5G）和泛在电力物联网建设的重大机遇，为公司的未来发展提供广阔的想象空间。 

 

通过战略性聚焦主业，公司通信业务形成了“建设期以无线、传输、网络设计技术为核心，运营期以

四大物联应用模块为支撑，最终向多个基础行业智能化领域外延”的辐射型业务体系。2019年，随着5G时

代拉开帷幕，各类智能化应用场景将在较长周期内成为通信行业发展的核心动力，直接推动着“5G+物联网

（IoT）”的建设，为信息通信行业带来了市场发展新空间。而随着“5G+物联网（IoT）”的进一步深入，未

来实现的应用场景将不仅限于“万物互联”，而会使得“万物智联”成为可能，届时在智联网（AIoT）的背景

下，也将推动“5G+智联网（AIoT）”从面向消费应用扩展到面向产业应用。 

公司通信（含移动网、数据网、传输网、接入网等）板块具有完备的业务资质、雄厚的规划设计技术

能力、专业优质的服务及区域优势，同时在国内通信企业中率先取得送、变电咨询设计资质。主要客户是

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及中国铁塔等通信运营商，并在电力领域通信设计市场和公司原有的电力

业务形成明显的协同效应。公司不断提升通信规划设计业务收入，较好完成通信规划业务市场开拓的同时，

面向5G未来的万物物联网的应用开展业务。 

（二）行业发展阶段及公司所处地位 

公司所处行业为通信技术服务业，当前行业发展主要政策驱动力有国务院《“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

案》、《“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工信部《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等相关产业发展性规划与文件。 

2019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广电发放5G商用牌照，标

志着我国正式进入5G商用元年，5G商业化进程进一步提速。5G时代的到来将意味着更高带宽、更低时延、

更海量的接入能力，同时，也会催生万物互联的应用场景。面向未来，人们对移动互联网大流量应用的需

求及万物互联的需求十分巨大，现有的无线网络性能无法满足这些需求，供给与需求间的缺口将推动现有

的无线网络继续升级，最终促使5G时代万物互联的到来。 

面对信息通信行业的快速变革，公司已在5G通信规划设计、下一代网络、新型智慧城市信息化建设、

通信相关大数据分析应用等领域开展了深入、扎实的技术研发，持续满足和支撑客户高标准、多样化、个

性化的新服务和新产品需求。 

（三）客户所处行业分析 

公司主要客户分布在能源、通信、政府、金融、交通等行业，均为国家基础保障型、基建拉动型、战

略发展型行业。随着5G、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客户的信息化建设投入日益增加，市场容量和规模

逐步扩大，公司面临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发展机遇。 

2019年，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召开泛在电力物联网建设工作部署会议，对建设泛在电力物联网作出全面

部署安排，加快推进“三型两网、世界一流”战略落地实施。国家电网对泛在电力物联网做出了两个阶段的

战略安排，到2021年初步建成泛在电力物联网，基本实现业务协同和数据贯通，初步实现统一物联管理，

各级智慧能源综合服务平台具备基本功能，支撑电网业务与新兴业务发展；到2024年建成泛在电力物联网，

全面实现业务协同、数据贯通和统一物联管理，公司级智慧能源综合服务平台具备强大功能，全面形成共

建共治共享的能源互联网生态圈。2019年南方电网公司也提出了数字化转型的战略发展目标。提出抓住以

数字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加速改变传统行业的历史机遇，明确提出“数字南网”建设要求，将

数字化作为公司发展战略路径之一，加快部署数字化建设和转型工作，并提出实施“4321”建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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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5G时代到来，我国通信规划设计行业即将迎来新的产业发展机会和行业机遇。国内运营商相继进

入流量经营阶段，对大流量、大连接等场景应用需求的不断增加，未来网络扩容还将持续加大，并带动下

游应用领域创新发展，也将推动通信网络升级，5G网络建设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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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3,588,657.70 1,090,924,384.54 28.66% 545,547,472.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9,837,250.98 114,529,944.45 39.56% 37,035,457.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4,916,611.82 117,288,252.49 32.08% 37,870,738.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768,940.46 100,567,064.79 -37.58% -55,316,156.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120 0.7447 -31.25% 0.303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120 0.7447 -31.25% 0.30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69% 6.83% -0.14% 6.61%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3,720,385,520.80 3,140,722,347.62 18.46% 883,833,369.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70,228,146.16 2,260,112,129.11 9.30% 569,712,38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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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359,892.04 279,635,647.84 253,262,258.73 718,330,859.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175,235.57 21,361,148.21 38,495,315.63 76,805,551.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221,375.68 16,680,110.19 39,357,887.69 76,970,047.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8,701,586.48 -23,348,658.59 -42,274,520.04 227,093,70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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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49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8,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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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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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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苏晋 境内自然人 17.20% 53,948,160 40,461,120 质押 41,959,271 

张小红 境内自然人 7.25% 22,740,480 17,055,360   

景治军 境内自然人 5.14% 16,117,452 15,445,566 质押 10,728,000 

钱军 境内自然人 3.08% 9,676,860 0 质押 9,676,797 

陈志生 境内自然人 2.66% 8,357,830 0   

长和（天津）投

资管理有限公

司－共青城秀

美中和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2% 4,764,573 4,764,573   

新余百合永生

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5% 4,543,550 0   

天泽吉富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6% 3,950,000 0   

沈阳鸿信飞龙

企业管理咨询

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9% 3,417,159 0   

沈阳网讯飞龙

企业管理咨询

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2% 3,187,63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股东钱苏晋和股东张小红为夫妻关系，是一致行动人；股东钱军是股东钱苏晋之弟，二人存

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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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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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9年，公司坚定地沿着战略发展规划目标，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在5G商用及物联网迅速崛起

的背景下，进一步聚焦主业，致力于打造国内领先的通信设计及物联应用解决方案供应商，以“让通信更

畅通，让世界更智能”为目标，实现了持续良性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0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8.6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9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9.56%。 

报告期内，公司各项重点工作开展情况如下： 

（一）进一步聚焦主业，总体业务稳步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对公司主营业务进行优化，将主营业务进一步聚焦到通信设计及物联应用。基于

通信设计业务，全面投身物联网大数据应用的建设与运营，为政企客户提供各类智能化综合解决方案。随

着物联网逐渐深入各大主要行业，将产生越来越多的以人和物为中心的物联网数据，而公司通过将智能大

数据领域优势落地到应用层面，从而为各类智能化物联应用场景提供综合数据解决方案。 

与此同时，通过强化内部管理，推动变革创新，提升管理效率，牢牢抓住5G建设的历史机遇，持续提

升公司盈利水平。2019年，公司整体经营呈平稳发展态势。 

（二）加快5G建设布局，促进物联网应用场景落地 

2019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广电发放5G商用牌照，标

志着我国正式进入5G商用元年，5G商业化进程进一步提速。5G时代的到来将意味着更高带宽、更低时延、

更海量的接入能力，同时，也会催生万物互联的应用场景。面向未来，人们对移动互联网大流量应用的需

求及万物互联的需求十分巨大，现有的无线网络性能无法满足这些需求，供给与需求间的缺口将推动现有

的无线网络继续升级，最终促使5G时代万物互联的到来。 

面向5G未来的万物物联的应用，公司在物联网领域持续研发新型产品，在泛在电力物联网、智慧城市、

智慧农业、政企应用等领域开展业务。报告期内，公司取得了辽宁联通通信建设工程、广州联通客户接入

工程、北京移动ICT业务一体化支撑项目、鞍山市智慧大交通雪亮工程等大型项目合同，为公司完成全年

经营目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加大市场拓展力度，推进业务拓展 

公司具备强大的电力行业营销能力，辽宁邮电具备相关电力行业通信设计资质及设计能力，目前电网

行业在大力度进行无线专网、固网投资建设，在无线专网、固网通信设计领域，公司与辽宁邮电实现了资

源共享、优势互补，并已经取得了甘肃省网多地市的典型案例。公司目前的销售渠道已覆盖全国除西藏、

广西及港澳台地区的所有省份。  

公司紧跟国家电网“三型两网”建设和南方电网数字化转型建设方向，持续深入参与电网核心业务信息

化建设，在电力数据采集、大数据分析、数据治理应用和可视化展示等全业务链发力，取得了可喜成绩，

上半年中标了冀北电力“两率一损”大数据分析、湖南用电信息采集大数据分析、湖南电力“网上国网”服务

提升工程、南网网级电能量数据中心等大型项目。 

（四）高度重视研发体系建设，加快研发成果向应用产品的转换 

公司坚持技术领先战略，充分发挥统一研发平台效用，在新产品前瞻性研究和新技术开发加大投入，

深化研发项目管理和岗位激励，激发研发人员创新动能，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 

在通信技术应用方面加大5G技术、下一代网络、新型智慧城市、智能电网设计等方向的研发和设计技

术储备，全力开展5G相关核心技术、5G与物联网融合技术、下一代网络关键技术、智慧城市通信网络信

息化技术、通信网络及智能电网大数据分析应用技术的研究。 

（五）持续深化公司治理体系建设，不断提升规范治理水平 

1、不断优化组织结构，提升公司管理效率  

为进一步整合资源、优化资产结构、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和管理能力，报告期内经董事会审

议批准，公司进行了部分组织结构的优化。组织结构的调整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和盈利水平不会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2、持续规范绩效管理体系，助推公司长远稳定发展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以人为本，积极探索科学规范的人才管理机制。报告期内，绩效管理体系不

断规范，绩效管理方式持续优化。未来将逐步建立起以股权激励为核心的长短期结合、多层级的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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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司保有优秀的技术人才和管理团队提供了保障，助推公司长远稳定发展。 

3、持续完善内控体系，加强公司规范治理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强内控体系的构建，在重大事项决策上严格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审议程

序，充分发挥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独立董事、内审部门的重要作用，在重大事项的审议过程中，积极听

取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意见，加强决策的科学性；独立董事对重大事项发表独立意见，确保中小股东及

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内审部门积极发挥其内部的监督作用，定期对公司的财务和内控体系建设状况进行检

查，促进公司规范运作。报告期内，公司共召开8次股东大会，17次董事会会议，10次监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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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集成 526,513,540.97 61,612,652.91 11.70% 21.09% 22.24% 0.11% 

设计 395,121,882.26 203,565,329.12 51.52% 32.37% 28.72% -1.46% 

商品销售 230,697,018.37 39,726,378.78 17.22% 43.53% 19.78%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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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度相继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

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

[2017]14号)，于2019年4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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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为进一步规范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的会计处理，

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财政部分别于2019年5月9日、5月16日发布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

资产交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由于上述规定的修订，公司需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

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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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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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转让其持有的北京易净优智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全部股权，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

北京易净优智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份，与上年相比本年度合并范围减少北京易净优智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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