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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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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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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变更为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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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300469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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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锋信息 股票代码 30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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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文枝 冯秀军 

办公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上街镇乌龙江中大道

科技东路创新园 5 号楼 

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上街镇乌龙江中大道

科技东路创新园 5 号楼 

传真 0591-87732812 0591-87732812 

电话 0591-87733307 0591-87733307 

电子信箱 investor@i-hengfeng.com investor@i-hengfeng.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在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经营模式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具体如下： 

（一）从事的主要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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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通过多年发展，已成为国内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智慧城市信息技术和智慧城市行业解决方案提供商，以软件引领企业

发展，为客户提供智慧城市行业解决方案，业务涉及信息科技和健康养老。 

公司主要服务于民生、公共安全、智慧城市三大细分应用领域，其中智慧公安监管解决方案服务能力位于国内领先地位，

拥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1）民生领域：主要包括智慧医疗、智慧养老、智慧校园等的综合解决方案； 

（2）公共安全领域：主要包括智慧公安、智慧司法、智慧应急管理等的综合解决方案； 

（3）智慧政务等其他领域：主要包括新型智慧城市、智慧政务、数据中心、大数据服务等的综合解决方案，其中智慧

县城（区）是公司智慧政务等其他领域业务的亮点； 

（二）经营模式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智慧城市和智慧城市行业综合解决方案项目总承包服务，即基于合同约定向客户提供方案

设计、软件开发、项目实施、系统集成、竣工验收直至运营维保的一站式服务。 

公司主要通过公开招投标的方式承接项目总承包业务。 

（三）行业情况 

1、行业现状 

（1）民生领域 

智慧养老是指面向居家老人、社区及养老机构的传感网系统与信息平台，并在此基础上提供实时、快捷、高效、低成本

的物联化、互联化、智能化的养老服务，具体包括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健康管理、居家安全照护、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平台、

政府智慧养老监管服务平台等。智慧养老是传统养老产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应用前景。 

从产业政策看，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国家不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扶持，智慧养老行业迎来战略发展机遇。

2015年，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促进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的目标任务。2017

年2月，国家工信部等三部委联合印发《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年）》指出到2020年基本形成覆盖全生

命周期的智慧健康养老产业体系，要建立大量智慧健康养老应用示范基地和行业领军企业，普及健康管理、居家养老等智慧
健康养老服务。2017年7月，国家工信部、民政部、国家卫计委三部委联合印发《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民政部办公厅国家

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开展智慧健康养老应用试点示范的通知》，提出组织创建示范企业、示范街道（乡镇）和有区域特色、

产业联动的智慧健康养老示范基地。2019年1月21日，第二届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大会上，工信部、民政部、国家卫生健

康委再次对智慧健康养老相关的产业政策及发展路径进行明确，为该模式的广泛推广再添动力。2019年4月，国务院印发《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提出实施“互联网+养老”行动，持续推动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大力开展智
慧健康养老应用试点示范，在全国建设一批“智慧养老院”，推广物联网和远程智能安防监控技术、探索建立老年人补贴远程

申报审核机制、加强老人身份识别等。 

从市场容量看，我国严峻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和庞大的老年人口基数，需要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作为配套，从而为智慧养

老产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前景。尽管近年来我国养老服务业保持快速发展，但目前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
的养老服务体系仍处于初建阶段，老年消费市场仍有巨大的增长空间。2020年1月，工信部、民政部、国家卫建委联合主办

了2019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大会，根据大会发布的数据，2019年我国智慧健康养老产业规模近3.2万亿元，近三年复合增

长率超过18%，预计到2020年产业规模将突破4万亿元。考虑到我国智慧健康养老产品潜在用户人群十分庞大，加之相关拉
动投资及其他示范应用衍生产值，我国智慧养老产业的市场前景广阔。 

近年来我国医疗健康服务供需不平衡的问题凸显。为合理分配优质医疗资源，调节医疗服务供需平衡，政府推出多项医
疗改革政策，鼓励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多领域技术与医疗健康领域跨界融合，发展远程医疗、互联网健康管理平

台等智慧健康服务。2016年10月，国务院发布《“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首次将有关健康医疗产业的纲要提到国家战略
层面，明确了“互联网+医疗”的态度。2018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提出健

全涵盖医疗、医药、医保“三医联动”的“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体系，完善“互联网+医疗健康”的支撑体系。2018年8月，国

家卫健委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以电子病历为核心的医疗机构信息化建设工作的通知》，明确“实现诊疗服务环节全覆盖”、

“发挥临床诊疗决策支持功能”、“系统整合和互联互通”等三大建设内容。2019年3月，国家卫健委发布《医院智慧服务分级

评估标准体系（试行）》，提出医院应针对患者的医疗服务需要，应用信息技术改善患者就医体验，提升医疗服务智慧化水
平。2020年3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多次提到互联网医疗，包括医保的对接、跨区域基金

预算试点。2020年4月14日，国家发改委、中央网信办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上云用数赋智”行动培育新经济发展实施方案》，
提出已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实验区为载体，在卫生健康领域探索推进互联网医疗医保首诊制和预约分诊制，开展互联网医

疗的医保结算、支付标准、药品网售、分级诊疗、远程会诊、多点执业、家庭医生、线上生态圈接诊等改革试点、实践探索
和应用推广。 

当前，我国智慧医疗的建设主要体现在医疗信息化的建设上。IDC（国际数据公司）2019年5月发布的最新报告修正了

2016年的预测，2018年我国医疗信息化行业市场规模实际达到491.80亿元，比2016年的预测高了36.6%，IDC预测我国医疗
信息化行业市场规模将稳步增长，2018-2023年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0.00%，预计2023年达到791.60亿元。从成长性来看，我

国医疗信息化市场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随着我国医疗信息化的不断发展和相关政策的推动，以及互联网对人民生活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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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深，医疗信息化市场未来发展空间巨大。 

智慧教育业务方面，我国智慧教育的建设主要体现在教育信息化的建设上。2019年1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智慧

教育示范区”建设项目推进遴选工作的通知》，提出在2019年和2020年分年度各遴选5个以上地方优先开展“智慧教育示范区”

建设，推动教育信息化融合创新发展，提升区域教育水平，探索积累可推广的先进经验与优秀案例，形成支撑和引领教育现

代化的新途径和新模式。2019年2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2019年教育信息化和网络安全工作要点》，提出加快推动教育信

息化转段升级，积极推进“互联网+教育”，推动数字资源服务普及，不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提升教育服务供给能力。
2020年3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三个课堂”应用的指导意见》，提出积极推进“互联网+教育”发展，针对基础教育阶段促

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的现实需求，在各地实践探索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专递课堂”“名师课堂”和“名校网络课堂”这

“三个课堂”的应用。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要求加快教育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学校管理信息化进程，规划

每年投入信息化建设增长率为15%—20%，不断提高教育管理信息化水平。《国家教育部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

中提出各级政府在教育经费中按不低于8%的比例列支教育信息化经费，保障教育信息化拥有持续、稳定的政府财政投入。

根据艾瑞咨询发布的《2019年中国教育信息化行业研究报告》的预测数据，2019年中国教育信息化整体市场规模达到4,368.40

亿元，未来两年将持续增长，预计2021年市场规模达到5,024.60亿元，市场未来发展空间巨大。 

（2）公共安全领域 

2019年1月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提出要“深入实施改革强警和公安大数据战略，聚焦智慧公安建设目标，深入推进公安

大数据建设应用”。2019年5月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把大数据作为推动公安工作创新发展的大引擎、培育战斗力生成

新的增长点，全面助推公安工作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智慧司法将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司法各业务领域深度融合，形成标准规范科学统一、

数据信息全面准确、业务应用灵活普及、研判预警智慧高效的应用体系，为监狱、戒毒、社区矫治、公共法律等提供全面服
务。2019年11月，司法部召开“数字法治、智慧司法”信息化建设应用推进会，提出要聚焦全面启动依法治国信息化工作、全

面发挥信息化引擎作用、全面提升大数据慧治能力、全面打造智慧司法大脑、全面深化司法行政科技创新、全面加强网络安
全建设等六方面重点工作。 

2018年3月国务院组建应急管理部，整合消防、国土、水利等12个部门职责，贯通安全生产、消防救援、民政救灾、地

质灾害、抗震救灾、防汛抗旱等领域的应急管理工作。智慧应急管理将各类感知设备，汇聚及共享各单位安全生产、自然灾
害及各类应急资源数据，应用大数据分析服务、流程服务等技术，为应急管理机构、消防部门等提供城市消防、森林防火、

汛期防汛等应急决策指挥服务，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提升自然灾害防治能力，为生产安全事故预防和应急管理能力
提供有力支撑。2019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进行第十九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发挥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的特色和优势，借鉴国外应急管理有益做法，积极推进我国应急管理体
系和能力现代化，要适应科技信息化发展大势，以信息化推进应急管理现代化，提高监测预警能力、监管执法能力、辅助指

挥决策能力、救援实战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根据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协会的预测数据，2020年中国安防行业市场规模将

达到8,212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在10%以上，市场未来发展空间巨大。 

（3）智慧政务等其他领域 

2020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要求国家政务信息化建设管理应当坚持统筹规
划、共建共享、业务协同、安全可靠的原则，充分发挥国家政务信息化建设规划的统筹作用。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预计2019

年全国数字政府市场规模达3500亿元，未来5年仍将保持每年13%以上增速，行业市场前景广阔。 

2、行业的周期性、区域性和季节性特征 

目前，中国智慧城市建设仍以政府为主导，主要客户为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大中型国有企业，这些客户通常实行预算

管理和产品集中采购制度，一般为下半年制订次年年度预算和投资计划，次年上半年集中通过该年度预算和投资计划，采购

招标一般则安排在年中或下半年，因而存在一定的季节性。 

由于国内各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区的发展特点和重心也有所不同，致使各地的信息化程度有所差异，智慧城市
建设的发展十分不平衡，呈现出一定的区域性。 

3、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是智慧养老领域的先行者，在业内领先开发了“智慧+”智慧养老服务平台，结合物联网和云计算技术，将居家老人

健康管理需求、日常生活需求、社区服务、社会服务提供商以及政府监督、管理紧密联系起来，实现“互联网+居家养老”的
新型居家养老模式。 

信息科技板块业务方面，公司以创新驱动和应用软件引领，在智慧公安、智慧司法、智慧应急管理、新型智慧城市等领
域的系统集成、软件研发与运维服务获得新老客户认可并获得持续采购。 

公司基于近10年对监管行业客户需求的理解，融合智能化和信息化技术向客户提供智慧监管信息技术服务，“公安监管

信息化实战&应急智慧平台研发与应用”获得福建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公司的智慧监管信息技术服务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在新型智慧城市领域，公司率先提出了智慧县城（区）理念，成为县城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是国内智慧县城（区）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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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先行者，也是公司智慧城市服务的一大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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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566,611,552.12 524,857,084.03 7.96% 403,950,008.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737,910.35 53,537,241.70 13.45% 43,147,744.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7,649,770.14 50,612,989.87 13.90% 40,882,568.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933,112.85 91,047,454.80 -139.47% -75,114,734.4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76 0.3269 12.45% 0.26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52 0.3259 12.06% 0.2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59% 11.42% 0.17% 10.52%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884,589,682.66 829,358,210.95 6.66% 651,318,923.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52,880,587.08 493,789,365.23 11.97% 443,706,85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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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659,414.79 115,547,711.54 167,492,987.86 219,911,437.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28,964.54 13,152,546.21 18,125,347.84 25,331,051.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974,264.54 13,290,857.96 17,551,823.92 22,832,823.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1,658,415.00 -25,922,363.08 -25,228,770.01 116,876,43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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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86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2,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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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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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晓曦 境内自然人 32.99% 54,536,246 54,536,246 质押 10,701,939 

欧霖杰 境内自然人 12.38% 20,457,800 20,457,800   

魏晓婷 境内自然人 5.50% 9,089,373 9,089,373 质押 9,086,916 

福建新一代信

息技术创业投
资有限合伙企

业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97% 8,223,885 0   

上海榕辉实业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39% 3,946,890 0   

林健 境内自然人 2.27% 3,744,373 3,646,967 质押 1,485,000 

中国-比利时直

接股权投资基

金 

国有法人 1.22% 2,020,114 0   

廖伟俭 境内自然人 1.02% 1,690,034 0   

陈朝学 境内自然人 0.54% 888,925 873,925   

陈芳 境内自然人 0.46% 765,278 763,34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魏晓曦与欧霖杰系夫妻关系、魏晓婷与魏晓曦系胞姐妹关系，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报告期内未
收到前 10 名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告知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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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交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从切实维护公司利益和广大

股东权益出发， 恪尽职守、积极有效地行使职权，严格执行股东大会各项决议，积极推进董事会各项决议实施，踏实勤勉

地开展各项工作，推动公司治理水平提升和公司经营管理优化，保障公司科学决策，推动各项业务有序开展，使公司保持良

好的发展态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了经营业绩持续增长，营业收入56,661.1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9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6,073.7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45%。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88,458.9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6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权益55,288.06万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11.97%。 

         报告期内，在公司全体员工共同努力下，取得以下主要方面的成绩： 

    1、参股控股公司发展良好：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微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因经营发展需要，对公司名称及
营业范围进行了变更，更名为福建微尚生活服务有限公司。2019年度微尚公司保持了良好的业务发展势头，全年实现营业收

入2154.4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7%，公司参股投资的福州依影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加大技术研发力度，2019年度注册外观设
计专利1项，申报发明专利2项，获批软件著作权4项。 

  2、加强技术创新研发工作：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动力，技术研发是企业增强竞争力的有力保障。2019年度公司持续增加创新研发投入，进一步优化智
慧城市综合解决方案，发生研发投入3728.41万元，同比增长10.94%。2019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共计新增软件著作权52项、

外观设计专利3项，新申报发明专利11项。报告期内，公司荣获执法行业信息化（智慧应急）最佳创新驱动解决方案奖，公
司智慧城市项目实施团队荣获“工人先锋号”称号。 

 3、积极拓展业务区域和业务细分领域： 

2019年度公司继续拓展福建省外业务，推进业务全国布局。全年福建省外区域贡献营业收入约占公司报告期内总营业收

入的2/3，为公司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目前公司已在重庆、新疆、河南、浙江、江苏、贵州、广西、海南、兰州等地设立了多家分公司或运营中心，在全国范

围内持续拓展业务。分公司的建立确保公司持续、及时、有效地为客户提供售前、售后服务和技术支持，是提升客户满意度

和保持客户黏性的重要保障。 

同时，公司研究拓展新的业务细分领域，在民生、公共安全、智慧城市领域提供智慧城市行业信息技术服务，优势明显。

2019年承接实施了多个智慧城市整体解决方案及行业解决方案项目。 

4、品牌良好，荣获多项国家、省、市级荣誉： 

    公司一贯重视产品及项目服务质量和客户满意度，报告期内公司受邀参展第二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和数字经济分论坛，

并荣获数字政府创新企业奖及中国数字生态大会智能建筑方案商50强称号。公司优质的服务和良好的品牌为公司业务开拓提

供了有力的支撑。 

公司连续八年荣获年度“中国机房工程企业30强”、连续九年荣获年度“全国智能建筑行业百强企业”这两项行业大奖；还荣获
执法行业信息化（智慧应急）最佳创新驱动解决方案奖。报告期内公司加入“福州城市大脑产业联盟”，助力全国首个自主开

放城市大脑建设。 

        5、重视人才，加强人才培养： 

    公司结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持续开展工作流程优化工作，完善了公司内控管理制度，做到

每项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查，使公司治理体系更加规范、健全，提升管理水平和效率。同时公司着力于建立系统化的员工

职业发展通道，力求将教育培训贯穿于员工职业生涯的全过程。公司鼓励员工产、学相结合，由人力资源部制定了岗前培训、

专业技能培训、通用知识培训、国内外游学参访及中高层管理培训等多样化培训。全方位为员工打造最优的学习和提升平台。

加强人才培养，各部门每月至少举办一次部门学习培训或技术经验交流，定期组织经验交流及新技术培训，提高员工的技术

能力和企业管理水平，为公司长期稳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及管理人才的保障。 

6、实施了股权激励计划： 

    为了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公司中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业务）人

员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核心团队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使各方共同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公司2019

年3月实施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的授予工作，向17名激励对象授予21.94万股限制性股票。 

7、秉承企业社会责任，参与公益事业：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公司是福建省见义勇为基金会理事单位，积极参加社会公益事业，践行企业的社会责任。公

司积极响应国家脱贫攻坚战略，在福州市政府、鼓楼区委区组织下把精准扶贫贯彻落实到位，坚持“扶智”“扶志”，全面激发

内生动力。仅目前两期的培训，已经帮助一批贫困户中的适龄青年完成企业订单式职业技能培训及就业，真正实现“一人就

业，全家脱贫”；报告期内公司向福建省妇女儿童基金会捐赠5万元，用于帮助罹患子宫颈癌或乳腺癌的女性健康；向福建省

见义勇为基金会捐赠10万元，用于奖励发扬舍己为人、见义勇为的正义之士，为社会和谐发展尽绵薄之力；向福建省周宁县

慈善总会捐赠3万元，用于周宁县助学助困扶贫工作；向福州大学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设立的“优秀新生奖学金”赞助2万元。
公司还出资捐建福州大学旗山校区思源亭以及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绿色智慧能源互联网本科教学示范点”。 

    8、完善制度，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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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最新法律法规要求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确立了日常重大合同信息披露标准，制定了《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修订了《关联交易决策制度》、《重大投资和交易决策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总经理工作细则》及《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进一步提升了公司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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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城市行业综

合 
479,029,066.57 111,114,011.19 23.20% -2.76% -10.05%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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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1）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通知》（财会〔2017〕

7号）（以下简称“财会〔2017〕7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的通知》（财会〔2017〕
8号）（以下简称“财会〔2017〕8号”）和《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的通知》（财会〔2017〕9号）

（以下简称“财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的通知》

（财会〔2017〕14号）（以下简称“财会〔2017〕14号”），要求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前述修订后的相关
会计准则。 

（2）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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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

称“财会〔2019〕6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
财会〔2019〕6 号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企业 2019 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均按财会〔2019〕

6 号要求编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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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9日发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财会〔2019〕8 

号）（以下简称“财会〔2019〕8号”），要求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予以施行。 

（4）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16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债务重组>的通知》（财会〔2019〕9 号）
（以下简称“财会〔2019〕9号”），要求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予以施行。 

（5）财政部于 2019 年 9 月 19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

（以下简称“财会〔2019〕16号”），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所有已执行新金融准则的企业应当结合财会〔2019〕
16 号通知及附件要求对合并财务报表项目进行相应调整，并将适用于企业 2019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合并财务

报表。 

   综上，公司报告期内按要求执行了上述通知及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对涉及变更的项目进行了会计政策变更。 

2、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公司财务报表项目相关列示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财务指标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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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0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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