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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17                             证券简称：东信和平                           公告编号：2021-08 

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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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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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446,486,084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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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信和平 股票代码 00201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宗潮 杨欢 

办公地址 珠海市南屏科技园屏工中路 8 号 珠海市南屏科技园屏工中路 8 号 

电话 0756-8682893 0756-8682893 

电子信箱 eastcompeace@eastcompeace.com eastcompeace@eastcompeac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的主要业务为智能卡业务、数字身份与安全业务和行业端到端解决方案。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

务未发生变化，公司继续围绕“成为全球客户信赖的数字安全产品与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和服务商”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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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始终坚持以信息化安全产业为核心，积极推进产业创新升级。公司主要业务覆盖金融服务、移动通

信、政府公共事业、消费电子、工业物联、车联网等领域的智能卡产品、物联网数字安全产品及行业端到

端解决方案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 

（一）智能卡 

     移动通信方面主要产品为M2M、物联网卡、NFC-SIM、eUICC等，主要的业务对象为电信运营商。金融

支付方面主要产品为金融IC卡、行业工艺卡、创新工艺卡、高端定制卡等，主要业务对象为银行等金融机

构。政府公共事业方面主要产品为居民身份证、社会保障卡、残疾人证卡、居民健康卡、OBU（车载单元）、

CPC（高速公路复合通行卡）、ETC记账卡、公交互联互通卡、电子护照/驾驶证等，产品涉及身份认证、

社会保障、公共交通、卫生健康、税务、警务、工商管理、社区管理等应用领域。 

（二）数字身份及安全业务 

    物联网是通信网络和互联网的拓展应用和网络延伸，物联网安全产业与智能卡行业技术同根，公司充

分发挥自身的技术优势、紧跟时代发展趋势，聚焦物联网及信息安全产业，为市场提供数字身份安全模块

（eSIM、eSE、RFID产品）、数字安全管理平台等服务。 

（三）行业端到端解决方案 

公司采取深挖同源客户资源，聚焦现金流项目的发展策略，积极推进系统集成业务发展，为相关行业

提供端到端解决方案，主要项目有写卡系统业务、智慧物联门禁系统业务、数字安全平台RSP平台业务、

医保管理平台业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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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1,062,684,714.42 1,178,720,034.45 -9.84% 1,152,713,285.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460,625.45 39,513,573.64 -10.26% 39,206,875.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446,180.62 33,327,515.54 -11.65% 26,698,267.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5,271,852.78 180,543,079.93 -25.08% 92,976,418.2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9 0.094 -15.96% 0.09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9 0.094 -15.96% 0.09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2% 3.01% -0.49% 4.10%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2,081,179,370.91 2,097,784,053.98 -0.79% 1,648,594,296.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13,101,016.57 1,395,128,686.84 1.29% 972,727,44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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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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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848,970.97 241,696,475.20 257,797,910.29 382,341,357.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28,964.67 6,437,293.25 12,715,245.75 11,579,121.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300,730.03 6,695,955.18 10,336,149.64 8,113,345.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984,728.62 -110,339,169.03 45,984,728.62 153,641,56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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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702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6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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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天东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38% 131,172,253 0   

珠海普天和平电信工业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4.83% 66,228,631 0   

易方达基金－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易方达

基金－汇金资管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0.89% 3,964,500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

泰 CES 半导体芯片行业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7% 3,429,226 0   

李明涛 境内自然人 0.36% 1,616,088 0   

蒋爱东 境内自然人 0.28% 1,264,200 0   

蒋日荣 境内自然人 0.21% 958,081 0   

朱云山 境内自然人 0.20% 873,000 0   

黄杰承 境内自然人 0.19% 859,143 0   

唐谊 境内自然人 0.18% 81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普天东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一大股东，珠海普天和平电信工业有

限公司为公司第二大股东。公司控股股东普天东方通信集团持有和平电信 

57.8%股份，与和平电信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名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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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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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在新冠疫情持续蔓延、宏观经济增速下滑和行业竞争持续加剧的的环境下，一方面，面对

疫情，公司快速反应，积极协调资源，全面推进复工复产工作，顽强克服疫情带给国内、国际市场的冲击；

另一方面，公司紧抓垂直应用领域数字安全新机遇，充分发挥在身份识别与信息安全方面积累的核心技术

能力，强化技术创新与物联网安全产品市场攻关，推进eSE/SE安全芯片产品等在特种标签领域、车联网、

垂直应用场景中的落地，报告期内，公司数字身份与安全业务的开展有积极的表现。 

2020年上半年，疫情全球蔓延对公司的经营情况造成较大冲击，2020年第二季度开始，随着国内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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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逐渐控制和公司创新业务的开拓，公司的总体经营情况也逐步向好。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6,268.47万元，同比下降9.8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3,546.06万元，同比下降10.26%。报告期，

公司业务开展情况如下： 

（一）业务方面 

1、智能卡业务：提升占有率、差异化挖潜 

报告期内，通信领域，公司继续保持与电信运营商良好合作，各大运营商集采项目执行情况良好。金

融支付领域，公司积极参加各大银行招标，金融卡在国有大银行的市场份额得到明显提升，报告期内新中

标数家银行智能卡项目；持续推进特殊工艺卡差异化策略，进一步挖掘特殊工艺卡差异化价值。政府公共

事业领域，持续挖掘二代社保卡存量市场，跟进三代社保卡增量市场，努力保持社保卡市场优势地位；积

极跟进居住证、健康卡、残联等其他领域智能卡的发展；挖掘现有客户需求，从卡产品向社保行业系统合

作和互联网+的产品延伸，寻求新业务合作契机。 

2020年上半年，智能卡国际业务受到疫情引发的市场需求下降及运输成本剧增的影响，总体营收下降

幅度较大，对此，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强化风险管控，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下半年随着疫情的逐

步控制，市场需求回升，国际市场业务开展情况也逐渐好转。 

2、数字身份及安全业务：抓住机遇、应用落地 

   公司积极把握数字化安全发展机遇，以嵌入式产品为基点，通过在身份识别与信息安全方面积累的核

心技术能力，加大数字身份及安全业务开发力度，推进公司产业创新升级。报告期内，公司数字身份与安

全业务主要产品包括：eSE数字安全模块、RFID模块产品等。相关产品在车联网、垂直行业应用领域、特

种标签领域等均取得重大规模突破。在特种标签方面，公司向电力、物流、医疗等领域提供各类金属、陶

瓷、液体等特殊工艺的高端RFID模块；在车联网方面，公司可提供包括数字钥匙、安全启动等应用在内的

车联网解决方案，产品包含eSE、安全管理平台和安全密钥等；在垂直行业方面，主要推进SE安全产品等

在不同具体应用场景中的落地实施。 

3、行业端到端解决方案：技术同根、市场同源 

   公司采取深挖同源客户资源，聚焦现金流项目的发展策略，积极推进系统集成业务发展，为相关行业

提供端到端解决方案。报告期，卡管理项目覆盖数十个移动省份市场、智慧物联项目保持深耕细作，智慧

物联门禁系统应用进展顺利。 

（二）基础管理方面 

1、提质增效，协同优化 

报告期，公司继续严格执行“降成本、抓质量、提效率”的管理理念，以“智能制造、协同优化”为

目标，积极利用信息化手段推进精细化管理，持续优化采购、生产、研发和销售等业务内部控制、管理流

程、运营机制，保证公司经营管理合法合规、有序进行；强化财务管控手段，加强对应收账款和成本费用

的管理，以促进公司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2、聚焦数字安全，保持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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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具备雄厚的技术实力，是国家企业技术中心、智能数字安全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公

司始终高度重视自主创新与技术研发工作，持续优化传统智能卡类产品结构，同时围绕公司数字安全的产

业战略，研发和完善物联网内置SE产品方案及整体解决方案，构建数字安全方案的专业团队。同时公司积

极推进产学研合作，与高校联合开展数字安全产品研发合作，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研发实力。截至报告期

末，公司共拥有授权专利284项，其中：发明专利114项；外观设计专利24件，实用新型146项。 

3、积极推进复工复产，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公司第一时间成立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组织人员通过各种渠道储备充足的

疫情防护用品，保障境内外员工的防疫物资需求。公司严格遵守所在地政府的防疫要求，在做好疫情可防

可控的前提下，积极推进复工复产工作，全力降低疫情对公司经营产生的影响。此外，公司还主动承担社

会责任，通过向当地相关机构捐助款项，助力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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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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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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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自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会计政策、会计

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请参见本报告“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34、重

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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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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晓川 

 

 

2021 年 3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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