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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67                   证券简称：东方网力                    公告编号：2018-107 

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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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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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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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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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网力 股票代码 300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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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晨 胡月乔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 1 号望京 SOHO

塔二 C 座 26 层 

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 1 号望京 SOHO

塔二 C 座 26 层 

电话 010-82325566 010-82325566 

电子信箱 irm@netposa.com irm@netpos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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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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8,018,744.56 739,117,822.05 20.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8,099,912.11 104,485,329.90 22.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19,600,221.11 92,853,521.44 28.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92,227,762.75 -251,970,651.97 -15.9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02 0.1229 22.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98 0.1221 22.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7% 3.20%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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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30,551,816.87 6,235,252,605.80 9.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768,705,661.04 3,615,565,226.61 4.2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44,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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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光 境内自然人 25.44% 217,540,701 163,155,526 质押 169,811,280 

蒋宗文 境内自然人 7.49% 64,034,075 48,025,556 质押 53,798,600 

高军 境内自然人 3.88% 33,168,725 24,876,544 质押 26,988,400 

北方国际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北

方信托盛世景新

策略 9 号单一资

金信托 

其他 2.53% 21,633,624 0   

广东粤财信托有

限公司－粤财信

托·添赢汇 6 号单

一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63% 13,920,895 0   

郭军 境内自然人 1.24% 10,595,563 7,946,672 质押 2,231,690 

钟宏全 境内自然人 1.19% 10,190,030 0   

李关宝 境内自然人 1.09% 9,304,488 9,304,488   

前海开源基金－

浦发银行－华宝

信托－华宝－华

融长青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1.08% 9,224,489 0   

上海常春藤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1.02% 8,706,14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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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春藤28期私募

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北方信托盛世景新策略 9 号单一资金信托计划系公司控股股东刘光先生的一致行动

人； 

2、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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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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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东方网力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15 年

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 

15 东网债 112302 2015 年 12 月 09 日 2018 年 12 月 09 日 10,094.92 6.00% 

（2）公司报告期末和上年末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43.98% 41.05%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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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5.46 5.29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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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 

1、主要业务 

公司成立至今专注于安防行业，是国内领先的视频管理平台与安防人工智能平台的提供商。近年来，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安防行业的快速落地，公司围绕“软硬一体化、云化大数据、深度人工智能”三大核

心技术方向，持续在视频联网、视频结构化、图像综合解析、人脸识别、视频侦查、智能安防社区等核心

技术领域和不同应用场景提供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同时，公司在轨道交通的车载PIS领域也具有较强的竞

争力。公司产品及解决方案广泛应用于公安、交通、智慧社区、教育、医疗、金融、司法、能源等领域，

满足了客户视频深度应用的需求。 

2、主要产品及解决方案 

（1）联网产品PVG+物联网平台 

PVG产品面向公共安全行业，以统一的架构提供视频、图片、WiFi、GPS和RFID等设备和数据跨网的、

高效的接入、稳定的存储、有效的管理以及共享服务。历经十余年的更新迭代，在我国平安城市建设中，

现已通过该产品接入的视频总路数约160万路，其中包括8个省级联网平台、63个市级联网平台，约占国内

视频专网已联网总数1/3。 

（2）视频侦查系列产品 

利用视频快采、多格式解码、视频结构化、内容检索等多种视频智能分析应用技术，深度融合案、事

件侦查业务，解决实战过程中视频快采、分析研判、线索汇总串并等各种问题的多个单兵和平台产品，为

公安机关有效提升破案效率提供利器。 

（3）视频图像解析系统 

视频图像解析系统通过整合视频资源、车辆卡口资源、人脸卡口资源、RFID数据资源、WIFI探针资源

等多种数据信息，依托于混合云计算、智能视频结构化分析和大数据等技术，面向各类行业用户，提供统

一的视频图像解析和大数据应用与服务的生态系统。 

（4）人像监控比对系统 

人像监控比对系统是一款面向公安等多个行业用户，提供海量视频结构化分析、人像实时抓拍布控、

多端联动的报警处理推送以及人员检索、比对、轨迹分析等功能的智能安防系统产品。 

（5）智能安防社区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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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安防社区解决方案是将人脸识别、视频结构化、大数据等自研技术与社区场景应用完美结合的产

品落地，在很好地解决了安防最后一公里的难题的同时，实现 1+ 1 > 2的融合价值。基础数据的汇聚，

大大提高了基于社区的城市公共安防、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和基层建设的效率。智能安防社区在上海试点

成功并得到推广，标志着东方网力在AI前沿技术落地社会治理领域有了跨越式发展。 

3、业务版图 

公司现在国内设立6个研发中心和21个区域办事处，业务覆盖国内全部省、市、自治区以及境外东南

亚部分地区。公司旗下有苏州华启、广州嘉崎、动力盈科、深网视界等行业领先的优秀子公司。苏州华启

主要为轨道交通提供产品技术、系统集成、运营服务和技术咨询；广州嘉崎聚焦于公安视频侦查业务；动

力盈科主要从事社会化视频监控运营及安防系统集成服务；深网视界主要在视频监控领域提供智能分析产

品和服务。 

4、行业发展情况和业绩驱动因素 

公司始终坚持研判行业技术趋势，不断清晰战略定位，持续进行压强式研发投入，对品牌塑造、营销

网络建设、本地化的服务能力和组织文化建设不断投入，逐步显现成效，公司在产品、技术、行业解决方

案等方面竞争优势增强。安防应用与各行业呈现加速融合的趋势，安防产业的市场集中度逐步提升，进入

门槛不断提高，技术、品牌、资本的整合趋势开始呈现，研发、生产、销售、系统集成、服务等综合影响

进一步增强，有利于企业的快速发展及安防行业优质企业形象的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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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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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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