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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87                            证券简称：飞利信                            公告编号：2018-061 

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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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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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延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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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10-62053775 010-62058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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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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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319,216,047.29 868,610,012.67 51.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1,317,624.40 154,327,759.70 17.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77,856,309.06 149,617,641.78 18.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29,724,520.65 -32,610,367.15 -1,202.1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1 18.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1 18.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7% 2.78%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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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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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17,894,324.52 7,264,789,862.55 14.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989,691,491.90 5,807,621,158.83 3.1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57,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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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振华 境内自然人 13.29% 190,812,084 143,109,063 质押 124,170,000 

曹忻军 境内自然人 5.46% 78,321,100 58,740,825 质押 21,930,000 

陈洪顺 境内自然人 4.16% 59,653,750 44,740,312 质押 5,496,000 

赵经纬 境内自然人 2.91% 41,800,000 0 质押 6,910,000 

方正富邦基金－

民生银行－平安

信托－平安财富

*汇泰183号单一

资金信托 

其他 2.86% 40,983,600 0   

民生加银基金－

宁波银行－平安

信托－平安财富

*汇泰180号单一

资金信托 

其他 2.86% 40,983,600 0   

王守言 境内自然人 2.76% 39,552,666 29,664,499 质押 27,448,030 

云南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云南信

托·飞利信员工

持股 1 期单一资

金信托 

其他 1.85% 26,534,857 0   

余日华 境内自然人 1.58% 22,700,000 0   

光大永明资产－

工商银行－华融

国际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 

其他 1.44% 20,650,14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光大永明资产－工商银行－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参与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发行的股份数为 10,325,071 股，该部分股份上市首日为 2015 年 5 月 28 日，股份限售期

为自本次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2015 年 9 月 23 日，公司实施半年度权益分派，

该部分股份增至 20,650,142 股，该部分上市流通日为 2018 年 5 月 30 日；2、民生加银

基金－宁波银行－平安信托－平安财富*汇泰 180 号单一资金信托、方正富邦基金－民

生银行－平安信托－平安财富*汇泰 183 号单一资金信托各参与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发行的股份数为 40,983,600 股，该部分股份上市首日为 2016 年 4 月 27 日，上市流通日

为 2017 年 5 月 10 日；3、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南信托·飞利信员工持股 1 期单一

资金信托为飞利信在 2017 年实施的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信托公司。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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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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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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20余载的发展，飞利信已经发展成为“1个城市可视化+1个城市数字大脑+N个城市业

态系统”的新型数字城市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的基本发展战略：以前沿技术为基本驱动力，

通过技术的引进、吸收和应用、研发，形成终端产品与服务模式，为政府、企业、个人消费

者提供持续提升的、用户友好且技术先进的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执行2018年度经营计划，公司营业总收入和利润均保持稳步增长，

实现营业总收入131,921.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1.88%；实现营业利润20,876.17万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24.62%；主要是上半年签订合同订单增多且部分合同金额较大并在本报告期内执

行完毕；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8,131.76万元，同比增长1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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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执行2018年度经营计划，确保2018年上半年度经营目标的实现。 

（一）简化集团内部管理结构，提高集团决策效率 

报告期内，全资子公司取消董事会，由公司任命执行董事和经营负责人。子公司以经营

负责人为中心，签订年度经营任务书。在集团内部贯彻执行总公司管理制度，进一步优化对

接流程，集团内部实现视频会议连通，简化会议内容，提高决策效率，充分发挥集团合力。 

（二）持续开展科技创新，提升公司竞争软实力 

1、完善音视频与控制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完善了飞利信音视频与控制系列产品线。基于自主PRMS-Bus二代

流媒体总线的会讨系列产品不断迭代，支撑公司政企无纸化业务的发展；依托视音频技术的

桌面多媒体产品推陈出新、功能不断丰富。无纸化系统依托强大的会议云平台，充分满足用

户各部门的数据共享需求，助力用户挖掘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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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逐步组建了LED产品结构的专用研发团队。通过加大光电技术部研发力

量，逐步提高了光电技术部的机械结构设计研发能力，促进光电技术部向规模化、专业化、

高端化的发展。公司紧跟行业潮流，把握市场脉搏，积极谋划LED产品的发展方向，积极的

将产品从单一应用领域向可视化平台转化，将LED产品作为可视化平台的起始点，扩大在产

品追溯、雪亮工程、大数据、指挥中心等领域的应用，将小间距可视化平台高刷新、高色深、

自发光、物理无缝隙、高灰度、高对比度等优点的产品带入各个可视化领域。 

2、拓宽数据、软件及服务应用场景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强对开源大数据平台发行版本的研究集群平台的集成化程度与

数据处理能力，基于HDP的开源大数据平台进行了针对电力大数据、健康大数据、国家粮油

信息大数据等特定场景的应用支撑设计、开发及性能优化。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强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的开发，已经陆续在

某世界500强企业上线了相关身份证、行驶证、驾驶证、购车发票等证照票据的智能数据提取

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完善了实时分布式数据交换系统的开发，目前已经具备多分布式

节点的数据实时传输能力，并支持包括Oracle、SqlSever、Mysql等多种数据源的实时CDC

（Change Data Capture）数据采集。 

3、加强物联网与智能化进程 

报告期内，公司扩充了工业互联网平台的研发团队，并开展了物联网平台的升级研发工

作。飞利信物联网平台在“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中实现产品追溯流通各环节物联数据的广

泛采集、集中共享和分析计算，并通过二次开发和应用扩展实现多样化的业务功能和可视化

呈现。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进MCU芯片进程。公司MCU芯片主要用于互联网和军工，目前处于

光刻的最后阶段。公司MCU芯片属于自主可控芯片，按照国家自主可控芯片的要求，所有工艺

必须全部在国内生产厂商实现。由于近期国内芯片热潮，国内厂商产能不足，公司芯片进程

延后。就公司MCU芯片进程，相关各方已在加急处理。 

（三）完善营销体系，合理拆分任务，推动公司业务发展 

飞利信作为新型数字城市解决方案提供商，在报告期内根据整体发展目标加强营销体系

建设，依据各业务中心、各下属公司的业务优势、行业发展形势分解年度任务，同时完善集

团内部协作机制，进一步提升公司为政府、企业和市民信息化服务的水平。 

1、音视频与控制中标项目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下属全资公司飞利信电子、控股公司中大华堂科技继续发展公司主要中

标或签约的音视频与控制项目如下： 

序号 中标主要项目/合同名称 

1 桂林市党校多功能报告厅设备采购及安装项目 

2 宁波文化广场保利大剧院会议保障合同 

3 河北省承德市人大常委会会议系统 

4 辽宁省人民会堂会议保障合同 

5 南京百音高科技有限公司（合肥康元大洒店）购销合同 

6 河南新郑市人大常委会会议系统改造项目 

7 承德市大学生创业园路演系统项目 

8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工匠工坊”职业素养数字化培训平台开发项目 

9 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全媒体数字教材开发项目 

2、数据、软件及服务中标项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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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标主要项目 

1 全国人大电子政务外网（二期）IT资产管理系统项目 

2 福建省区划地名界线数据库及管理系统 

3 2017年CMNET城域网统一DPI工程分流汇聚设备采购项目（上海移动）项目 

4 内蒙古自治区大数据发展管理局信息技术服务采购项目 

5 中国移动2018年数据链路采集设备集中采购 

6 2016年中国联通北京WCDMA网络移动核心网扩容工程S1-MME链路扩容项目光放

大器设备采购招标（第四次） 

7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网络获客年度合作合同” 

8 精准广告推广服务协议（车靠山） 

9 中共宁波市海曙区组织部宁波锋领E家项目 

10 信阳市中心城区地下管网普查和管线系统 

11 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民政局永新县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成果转化项目 

12 平顶山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建设项目 

3、物联网与智能化研发多项产品，中标项目如下： 

序号 中标主要项目 

1 贵阳铁路运输法院审判法庭信息化及装备工程设计项目 

2 上海嘉定绿色云计算基地UPS设备采购与安装项目 

3 新疆喀什政法委机房建设项目（消防工程）项目 

4 北京新机场航站楼项目 

5 新疆路518号装修消防工程项目 

6 哈尔滨市轨道交通1号线三期工程防灾报警系统、气体灭火系统设备采购、安装及集

成项目 

7 渝中区配置中心业务用房及交易系统升级改造（一期）一标段项目 

8 中建电子信息技术公司“腾讯机房项目” 

9 上海轨道交通17号线工程13标段徐泾车辆市政房建及上盖开发土建预留工程 

10 上海前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前滩中心25-02地块办公楼2标 

11 上海磁浮示范运营线FAS、EMCS、气体灭火系统及相关系统大修工程 

12 北京市平谷区民防局高点监控建设项目合同 

13 重庆燃气集团物资分公司仓储智能管理系统建设项目 

14 宁夏中卫市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第三方技术实施单位项目 

4、召开年度营销大会及集团内全部使用公司自主研发视频会议系统的会议，充分调动了

集团内部力量 

报告期内，公司召开了“聚焦科技前沿，提升品牌价值”2018年度营销工作会议，总结2017

年度工作成果、经验，分解2018年度经营目标。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了集团范围内视频会议互通，提升了集团内部的沟通效率、资源统

筹协调质量和问题应对速度，切实实现上下一盘棋、合力谋发展。 

（四）围绕业务主线开展对外投资和战略合作，丰富公司业务体系 

1、设立产业发展基金，促进公司业务深入发展 

为推动公司工业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在军民融合领域的应用，推进公司在大数据产业的

聚集区、大数据技术的产业化项目孵化区方面的布局，报告期内，公司发挥投资平台的作用，

参与发起设立了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飞利信泽渊基金。 

截止本报告日，北京飞利信泽渊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宁夏中卫飞利信产业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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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基金（有限合伙）已先后完成工商设立手续，且宁夏中卫飞利信产业融合发展基金（有

限合伙）的首期实缴出资款已募集完毕。 

2、报告期内，公司引入了TELEVIC比利时的知名会议品牌，丰富了公司智能会议产品

体系。 

3、报告期内，全资公司飞利信电子在已持有珠海粤能部分股权的基础上，与其子公司东

蓝数码共同受让其他股东所持股权，珠海粤能成为飞利信旗下全资公司。珠海粤能主要开展

工程物流、LED灯销售以及节电机销售等，与公司既有业务形成一定协同。 

4、报告期内，全资公司飞利信电子在已持有网信阳光股权的基础上，受让了其他股东的

全部股权，以便集团更好的发挥优势开拓网信阳光业务。 

（五）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增强公司发展活力 

公司进一步优化人才队伍引进模式和竞争机制，持续推行具有飞利信特色的选人育人机

制。报告期内，公司成功组织3次职工代表大会、3次竞聘上岗活动，从员工中优中选优，充

实公司管理团队，提升公司发展活力。同时，公司加强职工培训工作，培训从公司整体业务

宣贯到专业技术培训，鼓励职工之间知识共享，技能共享，共同提升专业技能水平。 

（六）加强生产基地建设，严格把好质量关，确保及时供货 

湖北生产基地的主要任务是生产飞利信智能会议系列产品和LED显示屏产品。报告期内，

生产基地根据总公司下发的产品生产执行单，按产品生产流程制定生产计划，合理安排备料、

生产、组装、测试工作，按期完成产品生产任务。为了提升产品质量，生产基地加强对来料

质检、产品组装测试、出货质检、员工培训等生产环节的管控，与总公司研发中心相配合不

断完善各类产品的性能和质量。 

报告期内，生产基地共生产10.1及15.6显示屏升降器、SurFace升降架、电子升降桌牌、

嵌装发言表决器、台式发言表决器、无线发言表决器、无线基站控制器、中央控制器、集中

控制器、增容电源、链路安全系统、彩色电子票箱、双机热备控制器、P1.875、P1.5、P1.2LED

显示屏、物联网高频模块等几千台系列产品。 

（七）加强市值管理，增强资本市场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强市值管理，共组织2次机构调研，召开2017年度业绩说明会并积

极参加北京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及时通过互动平台、电话、电子邮件等方

式回答投资者问题并将投资者意见、建议及时反馈至公司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层，提高官网、

微信公众号信息发布时效，不断提升公众公司形象，维护市场信心。 

（八）履行社会责任，共建和谐社会 

报告期内，公司组织年度庆典；积极投身全国各地保会任务，不断提升智能会议服务水

平；切实履行工会职能，维护职工权益，在中关村海淀园工会组织的海淀园工会2018年工作

会上，飞利信被中关村海淀园工会评为“先进基层工会”和“先进企业”等；为响应国家号召，

飞利信物联网平台在“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中已经占据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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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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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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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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自2015年11月起陆续对珠海粤能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投资（增资），初始持股

比例为49%，截止2016年4月6日累计投入980万元，采用权益法核算。2018年3月底，本公司通

过增资方式，取得其另外51%的股份，工商变更登记工作于2018年3月14日完成，款项于3月30

日支付1000万元。故自2018年4月1日起，将珠海粤能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纳入上市公司合并范

围。 

2、本公司与北京诺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壹资产”）联合发起设立北京飞

利信泽渊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飞利信泽渊基金”或“合伙企业”）。飞

利信泽渊基金的注册资金为2.1亿元人民币，其中，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2.09亿元人民币，诺

壹资产以自有资金出资0.01亿元人民币。飞利信泽渊基金的经营范围为股权投资管理和非证

券业务的投资管理、咨询。飞利信泽渊基金的投资以满足飞利信在大数据技术、大数据产业

的聚集区或大数据技术的产业化项目孵化区方面的布局，并进一步将大数据产业园作为飞利

信的重要聚集基地，通过自身的规模、品牌、资源等价值为区域经济发展和企业资本扩张发

挥巨大的推动作用的需求为战略方向。截止2018年6月30日，合伙企业已收到实际出资7600

万元，全部为公司出资，上市公司持股比例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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