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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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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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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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4,764,571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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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高新兴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300098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婧

汪正武

办公地址

广州市萝岗区科学城开创大道 2819 号

广州市萝岗区科学城开创大道 2819 号

传真

020-32032888

020-32032888

电话

020-32068888

020-32068888

电子信箱

irm@gosuncn.com

irm@gosuncn.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国内优秀的公共安全整体方案提供商和跨系统平台的智慧城市运营商，提出并在项目中实践“城市数据总线”。
公司以“公安信息化，科技强警”为指导，聚焦公安业务，布局大安全，为客户提供完整解决方案和一体化运营服务；深研大
数据，自主研发城市级安防平台，累计为客户提供近200万路视频接入服务，广泛应用于全国各省市的公安、交警及铁路、
银行、通信运营商等。公司参与国家公共信息安全、信息技术软件管理、增强现实系统、视频图像分析、警务云平台存储等
技术的国标、行标制定；公司旗下汇聚创联电子、国迈科技、讯美科技等优秀企业，业务遍布全国31个省市。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包括平安城市与智能交通、通信安全、铁路行车安全、数据安全和金融安全等。
平安城市与智能交通业务：开展智慧城市相关项目，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咨询、设计、工程、维护一站式服务。依靠自
主研发和整合打造了涉及感知、采集、网络、平台、应用全系列的安防产品及解决方案，涉及平安城市联网监控解决方案、
高清治安卡口解决方案、高清电子警察解决方案、平安城市综合运维解决方案、交通信号控制解决方案等，利用视频监控云
平台，打通公安数据与其它政府部门数据的互联互通。公司以高效的项目交付与优质的服务水平获得客户的广泛认同，业务
覆盖全国多个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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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安全：致力于成为数据中心、机房安防监控领域内的“通信环境安全专家”，作为通信基站/机房运维综合管理服务
系统的供应商，提供通信基站/机房运维信息化系统和通信基站/机房节能系统，累计为铁塔和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
信等运营商建设和运营30多万个远程监控无人值守站点，业务遍布全国。在通信监控领域积极推动数据中心、机房的“视频+
动环”融合监控建设与运维，着力打造提供安全、便捷、高效、节能的融合监控整体解决方案。
金融安全：一直致力于为金融行业客户提供具有行业特色的整体解决方案和软硬件产品，对于金融领域的安防软硬件
应用拥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已经实现对部分银行的全国范围监控联网。在为银行客户提供监控软硬件服务同时，在视频信息
的共享利用上积极拓展，逐步开发出了多款面向银行其它业务部门的增值应用。
铁路行车安全：提供铁路行车安全系统化产品和解决方案，以“GYK铁路轨道车运行控制产品”、“铁路运行无线通信产
品”以及“轨道车安全信息化产品”三大系列产品，能够实现铁路轨道车运营安全、维护的目标，并同时能够实现各类安全设
备的平台管理以及各类监测、控制数据的采集、传输、存储和分析。产品应用于全国大部分铁路局及中国中铁等铁路建设施
工单位以及轨道车生产厂商，市场占有率业内领先，具有广泛的客户基础，致力于为铁路轨道车安全保障提供行业领先的产
品和解决方案。
数据安全：主要从事行政执法行业领域内数据安全管理产品的研发、销售及应用，致力于执法信息采集与管理系统、
信息安全产品和安全私有云存储服务等领域的研究与创新，参与起草多项省部级标准。2015年，执法记录产品及相关的数据
安全产品市场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公司业务在该领域具有核心竞争力。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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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营业收入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1,080,593,150.56

737,332,003.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0,138,392.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4,149,906.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3 年

46.55%

536,831,459.82

128,958,652.78

8.67%

53,742,586.51

68,349,535.62

96.27%

45,361,023.73

-118,881,725.21

-140,468,920.17

15.37%

-137,966,325.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94

0.1883

0.58%

0.076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73

0.1844

1.57%

0.07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83%

13.68%

-2.85%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6.60%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4,295,404,979.04

1,668,885,912.41

157.38%

1,221,816,297.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419,716,458.15

968,576,363.15

253.07%

862,343,510.3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161,438,324.88

200,828,022.47

253,865,725.29

464,461,077.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976,515.53

17,234,879.17

19,723,497.56

79,203,499.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22,672,104.80

15,364,879.91

19,044,234.59

77,068,687.00

-92,649,759.63

-55,484,380.63

-72,499,489.13

101,751,904.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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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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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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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0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8,20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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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刘双广

境内自然人

35.78%

383,119,810

王云兰

境内自然人

8.77%

93,955,530

93,955,530

平安大华基金－平安银行－广东粤财信托－粤财信
托·金定向 16 号单一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4.12%

44,117,647

44,117,647

石河子网维投资普通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1%

24,708,634

0

易方达资产－工商银行－高新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2.03%

21,764,705

21,764,705

叶卫春

境内自然人

1.59%

16,996,329

16,996,329

傅天耀

境内自然人

1.39%

14,912,789

14,912,789

俞仲勋

境内自然人

1.39%

14,912,789

14,912,789

广发乾和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7%

14,705,882

14,705,882

境内自然人

1.20%

12,829,265

12,829,265

程懿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308,369,269 质押

246,800,000

刘双广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383,119,81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5.78%，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刘双广先生通过石河子网维投资普通合伙企业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7,534,249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70%。除此之外，公司前十名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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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依照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各项业务顺利开展。在管理层的统一部署下，凭借丰富的行业经验、广泛
的客户资源以及深厚的技术实力，公司充分利用资本市场提供的工具和手段，经过公司全体成员的不断努力，圆满地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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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各项经营指标。公司高度重视技术研发，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在云计算、大数据方面深入开展技术研究和实践，提升了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领域涉及平安城市与智能交通、通信安全、金融安全、铁路行车安全和数据安
全等。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59.3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6.55%；营业利润13,564.0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87.71%；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14,013.8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67%。
市场方面，面临传统平安城市业务竞争愈发白热化的形势，公司凭借完善的智慧城市解决方案顶层设计，推出“城市
服务总线”，报告期内公司以PPP模式建设运营智慧城市项目的经验积累为公司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通信安全方面，
依托多年的技术积累和交付经验，铁塔集采和铁塔存量站改造获得较大市场份额，并凭借良好的服务和质量口碑，成为多个
省级铁塔公司的首选供应商。金融安全领域，依托传统金融市场安全防范业务，新入围多个地方性商业银行。铁路行车安全
领域，强化和各铁路局、车辆厂的业务联系，加大了新产品的销售推广力度。数据安全方面，相关产品从交警客户，逐渐延
伸到整个公安领域和非公安的其他行业用户群，市场与研发有效协同，为未来数据安全业务的大发展提供了保障。
技术研发方面，公司自研的云计算平台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跨系统平台中得到应用，支持在线实时的高并发数据处
理，并能够提供人脸识别、车牌识别、行为分析等智能分析服务。城市数据总线和城市运营中心应用系统在智慧城市项目中
应用，实现政务数据共享、业务协同，为城市管理提供综合研判、指挥调度平台，为市民提供便民服务，可支撑大规模智慧
城市项目交付。公司布局“视频大数据”，重点研发“视频结构化”技术，采用背景分离、时空分割、特征提取、目标识别
等手段，将视频内容处理成可供计算机和人理解的文本信息并支持检索，可以大大提高信息检索效率，基于计算机视觉、深
度学习技术，可对视频图像中运动人员、车辆、物品、行为事件进行实时检测、分析，实现周界防范、行为分析、人/车流
量统计等。在增强现实方面，实现了视频图像内容的“可视、可读、可搜”，并在多个项目中实现了产品的批量应用。“智
能感知型增强现实摄像机的研发及产业化”项目获得了2015年度国家火炬计划项目立项，充分体现公司智能视频分析技术的
深厚积淀以及该技术与增强现实融合的自主创新能力。报告期内，讯美科技推出了基于深瞳技术的三维智能产品：“慧瞳行
为分析仪”，即通过机器学习和三维视觉感知来理解复杂场景下人的行为，自动识别异常事件并实时推送给监控中心，从而
能为金融安防风险预警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报告期末，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合计拥有398项软件著作权，拥有专利113项。
新业务开拓方面，定位于智慧生活品牌的尚云在线，推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巡逻机器人“守护神一号”，综合利用
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集成环境感知、动态决策、行为控制和报警装置，具备自主感知、自主行走、
自主保护、互动交流等能力，可用于安保运营公司、物业管理公司、商业综合体和汽车4S店等。公司落户无锡（国家）智能
交通产业园，推进实施汽车电子标识技术及其应用, 加速智能交通领域业务，有助于促进公司各业务经营单元协同效应的发
挥。
集团化管理方面，公司在报告期内取得显著成果：集团化管理体系建设稳步推进，特别是随着集团权责体系配套文件
的颁布与实施，为集团责权利有效下放打下了基础；全面推进统一信息化平台建设，进一步夯实销售平台基础；中国电子信
息行业联合会授予的信息系统集成及服务壹级资质证书，证明公司具备独立承担国家级计算机信息系统建设的能力。
资本市场方面，公司积极利用上市公司的有利地位，借助资本市场提供的工具和手段进行发展。报告期内，公司通过
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对创联电子100%股权和国迈科技90%股权的收购，公司切入“铁路安全”与“数据安全”领域。公司非
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12亿元，用于支付重组交易的现金对价、支付重组交易的中介机构费用、区域运营中心项目、智慧城
市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缓解公司资金压力，以促进公司的业务发展。报告期内，讯美科技全面启动新三板挂牌工作，截
止本报告披露日，讯美科技已经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权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受理通知书》。
为了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公司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增强公司管理团队和核心骨干对实现公司
持续、健康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报告期内公司先后完成两期员工持股计划，累计覆盖239人次，确保公司未来发展战略
和经营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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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
年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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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监控综合管理平台

527,682,527.93

150,306,720.96

28.48%

41.63%

26.36%

-3.44%

基站/机房运维信息化综合管理平台

80,858,277.72

36,830,982.32

45.55%

18.60%

30.81%

4.25%

铁路行车安全控制通信及信息化系统

98,024,884.18

49,352,070.27

50.35%

0.00%

0.00%

0.00%

智能分析系统

29,382,935.20

12,325,900.74

41.95%

0.00%

0.00%

0.00%

云计算和云存储产品

16,414,839.50

9,179,337.37

55.92%

0.00%

0.00%

0.00%

前端数据采集存储传输设备

175,588,566.10

26,900,095.46

15.32%

51.70%

-15.56%

-12.20%

技术服务

152,641,119.93

19,879,776.60

13.02%

-15.59%

-29.30%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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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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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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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新收购子公司杭州创联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和广州市国迈科技有限公司，本期新设立广东高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珠海横琴高鑫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无锡高新兴智能交通技术有限公司、北屯市高新兴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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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双广
2016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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