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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32                             证券简称：启明信息                             公告编号：2020-013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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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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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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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548,455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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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明信息 股票代码 00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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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威 洪小矢 

办公地址 
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百合街 1009

号 

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百合街 1009

号 

电话 0431-89603547 0431-89603547 

电子信箱 IR_qm@faw.com.cn hongxs_qm@faw.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启明信息已形成覆盖整个汽车产业链的十大核心管理软件产品，包括产品数据管理系统（PDM）、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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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过程设计系统（CAPP）、采购交易管理（SCM）、物流管理（SCM）、企业资源计划管理系统（ERP)、

制造执行系统（MES）、办公协同系统（OA）、客户关系管理（CRM）、销售管理系统（TDS）、经销

商服务站管理（DMS）。 

目前公司管理软件产品服务的主要客户包括中国一汽、红旗品牌、一汽轿车、一汽解放、一汽大众、

一汽丰田等整车厂及下属130家分、子公司，3000多家上游零部件及原材料供应商，下游近万家的经销商

和服务商。公司软件产品多年来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应用，积累了大量数据和技术资产，形成智能制

造、智慧物流、数字化营销的数字化应用和解决方案，助力企业信息化建设和数字化升级。 

数字化管理业务领域，面向汽车行业大型集团企业的管理信息系统平台，功能涵盖采购、库存、生产、

销售、设备、质量、财务、成本八大业务领域。 

数字化工厂业务领域，通过与生产现场自动化设备集成，使用自动采集、自动感应、智能化决策、移

动技术等应用，实现从订单下达到产成品入库全过程数字化、透明化管控。 

智慧物流业务领域，以拉式生产为核心的精益化物流管理理念，构建厂内物流、厂外物流、三方物流

集中的一体化物流，融合大数据分析、线性规划等技术手段，打造高效联动、实时感知的云应用。 

数字化营销业务领域，公司以客户为中心，利用平台内部客户数据及互联网数据，实现产品及服务的

个性化、本土化、精准化。 

在智能终端业务领域，拥有车载导航终端、行驶记录仪、中央处理信息单元、T-BOX、国六OBD等多

款产品，产品种类丰富、体系完整。已为中国一汽红旗H7、解放J6等车型前装供货，成功推广至美国通用、

泰国三菱帕杰罗、日本三菱等市场。 

在智能网联运营领域，经过多年发展，形成覆盖乘用车、商用车、公务车的智能网联运营产品服务体

系。为一汽红旗、一汽奔腾、一汽奥迪提供乘用车智能网联运营服务，为吉林省国网入网、一汽物流及下

辖运输队GPS服务、一汽解放销售贷款入网运营服务，为一汽集团各分、子公司公务车，省内部分交警、

校车、运钞车等提供GPS服务。通过中国一汽客户联络中心、Audi connect POI呼叫中心、一汽丰田北京客

户中心为千万车主提供客户关系运营服务，提高客户满意度。 

在智能网联平台领域，公司具有十余年智能网联开发经验，先后开发国家部标-企业平台、国家部标-

政府平台、新能源车辆管理平台、锡柴车联网平台。为解放设计开发的车队2.0管理平台、一汽集团公司

D-Partner平台、一汽智能网联平台2.0，平台入网车辆近百万辆。2019年，为一汽集团开发的统一智能网联

TSP2.0平台，为红旗、吉汽、天汽、解放、奔腾、锡柴等多款车型提供应用。 

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应用（北方）示范区建设投入运营一周年，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应用的示范、体验和

运营，提供满足智能网联商用车和乘用车的测试服务。开展智能网联汽车相关测试场景和标准的研究工作，

提供面向智能网联及智慧交通的工程设计和建设服务，提供智慧交通大数据管理平台等相关软件系统的规

划、需求、开发和实施服务。协同智能网联汽车上中下游生态链企业推动行业技术发展，在5G、V2X、测

试用车、区域协同测试、模拟仿真和产业创新孵化。 

公司投资承建并运营的吉林省数据灾备中心，总建筑面积20259平方米，分地上三层和地下一层，机

房使用面积为6600平方米，是东北地区最大的第三方数据中心。数据中心业务覆盖东北三省，可集中向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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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用户提供数据中心外包服务，拥有吉林银行、北京和顺恒通、吉林省工商局、吉大正元等重要客户。 

启明云基础平台是依托启明数据中心基础硬件环境，采用OpenStack云计算管理平台架构，满足大规

模部署、多租户需求的小型私有云平台。可容纳100台云主机，后期可横向、纵向无限扩展，具备完整云

计算能力，面向政府、事业单位提供可扩展的弹性的云计算服务。 

助力数字吉林建设，成功打造长春市“互联网+政务服务”一体化支撑平台，成为吉林省互联网+政务的

首个成功且效果良好的示范工程。提供一体化智慧交通系统集成产品服务，先后完成长春市地铁1号线、

快轨4号线、快轨北湖线通信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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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1,389,256.61 1,588,048,662.12 -4.20% 1,712,208,976.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0,831,161.07 72,167,400.45 25.86% 53,179,323.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7,627,134.79 64,051,261.10 21.20% 38,565,064.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2,028,691.72 34,725,545.76 452.99% 24,683,421.9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23 0.1766 25.88% 0.130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23 0.1766 25.88% 0.13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99% 6.62% 1.37% 5.03%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1,933,833,465.12 1,976,547,457.53 -2.16% 1,824,346,471.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80,832,379.52 1,115,259,640.82 5.88% 1,063,519,66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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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907,992.38 238,849,177.06 279,309,775.43 732,322,311.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307,557.19 14,157,538.97 21,472,927.49 48,893,137.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359,440.72 11,972,743.50 17,974,889.03 43,320,061.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178,003.47 -146,242,050.66 -29,241,277.02 333,334,01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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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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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9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5,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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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第一汽车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8.67% 198,854,344    

长春净月潭建
设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7.05% 28,785,379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06% 4,334,200    

吴建会 境内自然人 0.99% 4,057,200 4,057,200   

任明 境内自然人 0.59% 2,390,850 1,793,137   

谢春雨 境内自然人 0.30% 1,236,540    

陈美华 境内自然人 0.18% 720,000    

马映卿 境内自然人 0.15% 616,716    

何珍珍 境内自然人 0.13% 548,400    

林佩青 境内自然人 0.13% 525,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的其他

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有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

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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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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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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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启明公司经营上取得了一系列突破，经营质量大幅提升，企业发展跃上新的台阶。数字化业

务高质量发展，产品及解决方案升级，打造平台化产品，企业数据应用向智能化发展。智能网联业务形成

由终端、平台、运营构成的闭环生态体系，生态规模不断壮大，终端销量、入网车辆、运营用户数量节节

攀升，智能网联整体解决方案能力提升。企业行业竞争力进一步增强，成熟产品及方案不断向外输出，外

部市场开拓取得显著效果。 

（一）数字化产品与解决方案迭代升级 

汽车工业互联网平台，完成数字运营地图、验证测试平台、开发者社区、微服务库等建设。营销数据

中台、全价值链财务数据平台助力客户“两平台双中台”建设。ERP、ECP产品融合AI智能算法，持续迭代

升级。ERP、LES、MES在红旗工厂全新武装上线，实现精准要货、精准存储、精准配送，助力红旗工厂

实现柔性化、智能化、共享化、信息化。集成参建全栈式一体化“红旗智云”混合云平台，实现客户云资源

全面整合、大幅降低集团数字化运营成本。IT运维服务持续保障客户数字化业务安全运行，并成功支持央

视春晚一汽分会场、“护网2019”等大型活动。 

（二）智能网联整体解决方案树立了行业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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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网联车载导航、行驶记录仪、TBOX、OBD等终端产品搭载红旗、解放主力车型，全年产销突破

30万台。全新TSP2.0智能网联平台整合切替旧车型平台，配合红旗EV、HS5、HS7新车型下线接入，支持

多品牌、多车型、多业务类型车载设备接入，支撑集团智能网联规模化运营。 

智能网联北方示范区完成测试规程标准，先后发布北方示范区管理平台、全功能全场景测试示范平台

样车。福建湄洲岛113工程一期建设取得成功，全国首个无人车常态化旅游岛投入运营。国内首条车联网

（V2X）开放道路建设完成，填补了国内高寒冰雪网联化测试道路的空白。 

（三）外部市场开拓取得优异成绩 

助力“数字吉林”建设，实施了长春市互联网+政务、轨道交通、天网工程等项目。在汽车行业，继长

城汽车、北汽福田、上汽大众、通用汽车之后，又成功进入华晨雷诺、华菱星马等新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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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电子服务 487,559,400.94 93,860,048.41 19.25% -10.22% 19.24% 4.76% 

管理软件服务 375,031,205.86 98,299,579.34 26.21% -9.47% -24.01% -5.02% 

集成服务 656,279,522.52 68,631,056.23 10.46% 4.27% 49.18%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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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业务年度口径汇总的主营业务数据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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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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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2017年3月31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

年修订）》（财会〔2017〕7号 ）、《企业会计  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

年修订）》（财会〔2017〕8号） 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2017年修订）》

（财会〔2017〕 9号）；2017年5月2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  

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会〔2017〕14号）（上述四项准则以 下简称“新金融工

具准则”） ，本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按新金融工具准则

的要求列报金融工具相关信息，并按照有关的衔接规定进行了处理。具体会计政策详

见附注四、10。  

相关会计政策变

更已经本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三次临时会

议批准通过。  

说明1 

财政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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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6 月 15 日发布的《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同时废止。根据该通知，本

公司对2019年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财会[2019]6 号文

进行调整。  

 说明2 

财政部于2019 年 5 月  9 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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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该通知，本公司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执行

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

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0 日起执行本准则。 

 说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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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号—债务重组》

（财会[2019]9号），根据该通知，本公司对 2019年  1 月  1 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债

务重组，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进行追

溯调整，本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7 日起执行本准则。  

 说明3 

说明1：本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对金融工具的分类和计量（含减值）调整2019年年初相

关项目金额，具体调整详见（3）2019年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将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与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即 2019 年 1 月 1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 

2019 年年初留存收益。 

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公司金融负债的会计政策并无重大影响。 

说明2：根据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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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要求，除

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产生列表变化外，本公司资产负债表中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分拆应收票据，应

收账款分别列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分拆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分别列示；递延收益项目中摊销期限只剩

一年或不足一年的，或预计在一年内（含一年）进行摊销的部分，仍在该项目中填列，不再转入“其他流

动负债”项目。利润表中将“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并移至“公

允价值变动收益”项目后；股东权益变动表新增“专项储备”项目。以上涉及比较期报表项目的，本公司相应

追溯重述了比较期报表。 

调整如下： 

受影响的项目 本公司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应收票据 - 106,610,064.01 106,610,064.01 

应收账款 - 457,007,996.97 457,007,996.97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563,618,060.98 -563,618,060.98 - 

应付票据 - - - 

应付账款 - 588,876,239.10 588,876,23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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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588,876,239.10 -588,876,239.10 - 

其他流动负债 2,515,047.60 -2,515,047.60 - 

递延收益 76,737,529.33 2,515,047.60 79,252,576.93 

 

     说明3：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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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本公司按通知执行。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无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3）2019年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追溯调整执行当年年初合并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数据说明 

2018 年 12 月 31 日账面价值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 

2019 年 1 月 1 日账面价值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106,610,064.01 应收款项融

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金融资产 

106,610,064.01 

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 

历史成本 5,578,067.26 其他权益工

具投资 

指定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的金融资产 

5,578,067.26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457,007,996.97 应收账款 以摊余成本重新计量 440,601,564.90 

其中：应收

账款减值准

备 

摊余成本 40,462,607.71 其中：应收账

款减值准备 

以摊余成本重新计量 56,869,039.78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18,550,323.09 其他应收款 以摊余成本重新计量 11,489,039.62 

其中：其他

应收款减值

准备 

摊余成本 6,730,904.82 其中：其他应

收款减值准

备 

以摊余成本重新计量 13,792,188.29 

2019年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追溯调整执行当年年初母公司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数据说明 

2018 年 12 月 31 日账面价值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 

2019 年 1 月 1 日账面价值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92,482,775.51 应收款项融

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金融资产 

92,482,775.51 

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 

历史成本 5,578,067.26 其他权益工

具投资 

指定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的金融资产 

5,578,067.26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417,856,850.54 应收账款 以摊余成本重新计量 401,629,639.57 

其中：应收

账款减值准

备 

摊余成本 37,154,470.01 其中：应收账

款减值准备 

以摊余成本重新计量 53,381,680.98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17,244,908.76 其他应收款 以摊余成本重新计量 10,183,625.29 

其中：其他

应收款减值

准备 

摊余成本 6,730,904.82 其中：其他应

收款减值准

备 

以摊余成本重新计量 13,792,18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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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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法定代表人）：郭永锋 

2020 年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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