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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98 证券简称：高新兴

高新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0001

投资者关系活

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电话会议

参与单位名称
天风证券、中泰证券、国信证券、国盛证券、招商证券、华泰证券、

国金证券等 200余家机构线上参会，名单详见附件清单

时间及地点

活动名称：机构投资者电话会议

时间：2020年 3月 2日-2020年 3月 5日

地点：线上交流

上市公司接待

人员姓名

高新兴科技集团：

副总裁 董事会秘书 黄璨

投资者关系活

动主要内容

一、公司战略布局及业务发展情况介绍

自 2010年公司上市以来业务一直围绕物联网应用领域开展，公司

立足于感知、连接、平台等物联网核心技术的研发和行业应用的拓展，

基于多年积累的客户资源和行业经验，选取物联网高价值应用领域，

促进公司建立现今的物联网“终端+应用”纵向一体化战略布局。

2016-2017年，公司通过外延并购物联和智联两家公司，奠定了车

联网板块重要的技术和产品基础，2018年起通过战略重新梳理，公司

明确从多元化发展向聚焦发展转变，重点聚焦车联网和公安执法规范

化两大垂直应用领域，加强相关技术和产品研发投入，持续积淀、提

升技术和产品能力。

随着当前国家相关车联网政策的进一步具体和深化，如 11个国家

部委联合出台《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5G车联网测试验证逐步完

善，5G车联网大规模部署的条件日益成熟，车联网产业将获得重大发

展机遇。高新兴作为目前国内唯一业务打通车厂、智能交通、5G通信、

电子车牌、人工智能的车联网企业，公司通过布局车载终端和电子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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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产业链，并结合自身物联网解决方案及相关应用平台，把握从 4G向

5G跨越带来的行业机遇，打造了以前装/后装汽车联网终端、汽车电子

标识为核心的大交通产品及解决方案序列，覆盖城市交通管理、城市

交通运输、公众出行服务等重要领域，打通融合公司多年来在智能交

通、车载终端和路侧设备领域积累的技术与能力，形成“车载+路侧设

备+解决方案+应用平台”的业务布局。

在车联网前后装领域，已形成海外+国内市场优势壁垒，实现

AT&T、T-Mobile、MOJIO、OCTO等海外运营商、TSP、以及吉利、

长安、比亚迪、延锋伟世通等国内大型整车厂商和国际 T1合格供应商

部署的突出优势。后装 OBD产品正与更多海外运营商达成供应关系，

持续拓展欧洲及东南亚等地区运营商；前装 T-Box进入更多国内整车

厂商，争取达成与更多国内外 T1供应商的合作，为国际一流车厂提供

产品和服务。2019年，公司已对外发布 5G通信模组及基于 LTE-V2X
的 OBU、RSU终端产品，目前公司正在持续跟踪高通 5GAUTO版本

（5G-V2X）芯片平台的进展，是高通全球首个阿尔法客户，在研发基

于 5G-V2X技术的模组、OBU、RSU上具备先发优势，预计是全球首

批 5G C-V2X 的商用落地项目。公司依托现有车联网终端和电子车牌

相关技术，向 C-V2X车载设备和路侧设备布局，把握从 4G到 5G时代

C-V2X带来的行业机遇。

另一方面，随着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行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和全面

推行行政执法信息化建设，执法规范化和信息化进程越趋重要，公安

执法规范化领域迎来巨大的市场空间。公司在已有的公安客户资源及

现有的大数据、视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积累的基础上，布局公安执

法规范化领域。公司推出“55423”智慧执法体系，重点打造较完整的“云
+端”解决方案，包括智慧执法平台、智慧执法管理平台、智能办案场

所产品及方案、移动执法视音频系统、AR实景大数据等，积极开拓以

智慧执法体系为核心的执法规范化系列产品和解决方案，从规范执法

办案的每一个环节着手，进而规范全过程执法行为、理顺全流程执法

机制、落实全环节执法监管，切实提高执法办案质量，具备了较强的

产品及方案竞争力，并具备了较好的销售规模和市场基础，成功拿下

了多个区域性办案区执法规范化项目，在多个地级市开通了试验局，

多个省份成功建立了样板点，促进公司战略深化及业绩稳健发展。

面对此次疫情，公司也在原有公安优势产品的基础上，针对疫情

防控，重点升级和部署了多套产品和解决方案，包括远程律师会见、

远程提讯系统、疫情大数据防控平台、涉疫区车辆管控平台等，这些

产品和方案目前在全国多地投入使用，用高科技助力疫情防控。

二、公司 2019 年车联网技术发展情况及 2020 年展望

2019年，公司在车联网领域的技术研发和产品推进进度基本上符

合预期。

在技术规划和产品研发方面，充分考虑 4G 向 5G 的迭代升级及

C-V2X技术的落地应用试验，公司计划在两年时间内为“5G和 C-V2X
产品研发项目”逐步投入2.14亿元募集资金，覆盖5G通信模组、C-V2X、
智能宽带及 RSU产品项目等。2019年 6月，公司在上海世界移动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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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中推出基于高通芯片平台开发的 5G 基础通信模组以及搭载

LTE-V2X的车载终端及 LTE-V2X路侧设备等产品。同时公司基于全国

智慧城市及智慧交通建设的经验和优势，在 5G及车联网商业进程加速

的时期，提出了面向城市级及城际的全场景解决方案，是行业首次提

出了“点-线-区”的车联网城市级解决方案。

在合作伙伴方面，2019年初，公司与吉利、高通宣布将于 2021年
发布吉利全球首批支持 5G和 C-V2X 的量产车型，公司将为这些量产

车型提供 5G和 C-V2X产品。

在行业标准建设方面，公司作为 IMT-2020 C-V2X工作组、5G自

动驾驶联盟、中国智能交通产业联盟等行业协会的重要成员，与联盟

伙伴和战略合作伙伴一同积极推动相关技术、标准的修订和测试，广

泛建设生态连接，共谋车联网市场良性发展。

在助力试验区和先导区方面，2019 年 10 月，公司携自研 C-V2X
模组和终端，参与国内首次 C-V2X“跨芯片模组、跨终端、跨整车、跨

安全平台”应用示范，公司相关模组和终端同时通过测试并在现场成功

演示，助力自动驾驶产业加速落地。

2019年 12月，公司在广州生物岛落地车联网试验区，部署车路协

同全套基础设施，如信号机、雷达、摄像机以及 RSU、MEC、5G CPE
等设备，提供智能网联技术方案，布置5G-V2X施工车道预警和5G-V2X
弱势行人检测预警等场景，实现国内首次智能网联技术成功赋能自动

驾驶车辆，是国内首次真正将智能网联技术与单车智能进行结合，进

行自动驾驶技术公开验证，实现了自动驾驶与车路协同一体化应用的

深度融合。

在行业政策方面，2020年初 11个国家部委联合发布《智能汽车创

新发展战略》，5G以及道路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有望加速。基于 2019
年情况可看到全国多座城市都在积极推动车联网示范和先导区建设，

国内智能网联示范区建设的步伐不断加快。

针对目前车联网行业发展趋势及机遇，公司在 2020年一方面会加

大各城市车联网示范区、先导区的建设和部署，把握国内智能网联示

范区与智慧公路车路协同市场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公司作为高通全

球首个阿尔法客户，正在持续跟踪高通 SDX55 Auto(SA515M)平台的进

展，研发基于该平台的车规级 5G-V2X 模组，加速推动 5G-V2X 车规

级模组系列产品相关进展，预计是全球首批 5G C-V2X 的商用落地项

目，率先抢占 5G车联网时代。

三、投资者提问

1.请对公司 2019 年整体业务板块情况进行梳理

公司致力于感知、连接、平台等物联网核心技术的研发和行业应

用的拓展，目前正处于战略和资源进一步聚焦阶段，重点聚焦车联网

和公安执法规范化两大垂直应用领域。

整体来看，公司目前营业收入按产品分类主要分为三部分，一是

包含车联网产品在内的物联网连接及终端、应用，该板块 2019年度收

入约占公司整体营收占比的 5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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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包含执法规范化相关产品在内的警务终端及警务信息化应

用，经过 1-2年的产品积累，整个产品体系已经比较完善和健全，包括

智慧执法平台、智能办案场所产品及方案、移动执法视音频系统、AR
实景大数据等。2019年，公司重新整合集团在公安板块的销售能力，

建立统一的营销体系，以进一步提高产品销售能力，提升费用效能，

为警务执法体系产品赋能。

三是以平安城市与智能交通两大领域为主的软件系统及解决方案

业务。2019年公司营收较2018年下滑主要原因来自于公司在平安城市、

智慧城市业务规模的主动收缩与业务结构调整。以平安城市与智能交

通两大领域为主的软件系统及解决方案业务在公司成长期起了重要贡

献，该类业务为公司提供了较好的收入规模贡献，但对公司经营性现

金流及应收账款都造成一定压力。所以公司对该类软件系统及解决方

案的业务结构正在逐步调整，从 PPP项目、BOT项目转向回款条件更

好、项目建设周期更短的 BT项目，虽然项目规模会相对偏小，但是有

利于从源头上改善应收帐款和现金流情况。

从中长期发展来看，公司未来仍将重点聚焦车联网和公安执法规

范化两大主航道业务发展，软件系统及解决方案业务规模占公司整体

营收的比例会有一定下降。

2.公司车联网业务方面新客户开拓的情况？

公司车联网业务一方面保持在海外市场的规模稳定和新业务的落

地，大力拓展国内外多元化客户，以实现规模增长。另一方面加大对

国内前装车载产品市场的推进力度，客户推进重心更加侧重国内。主

要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前装车载产品市场是未来车联网市场发

展的主流趋势，5G时代到来后车联网前装产品的需求会优先起量，2021
年随着 5G 及 V2X 技术的成熟和广泛应用，相关车规级产品将进一

步上量。公司在已实现批量发货的整车厂和 TIER 1 客户基础上，会

加强与其他整车厂商的合作以及适配测试，逐步实现更多前装车载产

品的量产。二是 2020年公司会重点推进在国内各城市车联网示范区、

先导区的建设和部署，参与更多国内车联网先导区、试验区项目的落

地。

3.市场上车联网先导区、示范区大致规模情况以及参与的玩家情况？

目前行业车联网试点的推动方较为多元，从 2020年 2月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科学技术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11个国家部委联合出台

《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及其他智能网联政策来看，相关部门都在

推动车联网行业的发展。按照当前情况看，公司内部大致测算近两年

期间全国智能网联示范区与智慧公路协同市场需求较清晰的项目规模

大致有几十亿的市场空间。从整个车联网市场来看，参与玩家众多，

运营商、设备商、各类终端厂商、TSP厂商、整车厂、解决方案厂商、

内容服务提供商等等都会参与其中，每个厂商都会在其中找到合适自

己的定位，公司作为具有车规级通信模组+T-Box+RSU+智慧交通全产

业链布局的企业具备极强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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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目前人员规模及后续费用情况？

经过人员结构优化，集团目前整体人员规模在 3500人左右，另外

公司也在费用上进行了严格的管理和控制，以提高管理费用及销售费

用效能。

5.公司 2019 年研发投入情况及 2020 年研发投入规划？

公司 2019 年研发投入较 2018 年有较大增长，其中重点投入在物

联网板块业务，例如 5G-V2X相关项目和产品的研发上。2020年仍对

研发保持高度重视，以总量不增为指导思想进行投入和布局，以保持

公司核心技术的先发优势及行业竞争力。

6.公司在电子车牌行业方面的业务情况？

公司目前已在重庆拥有国内建设规模最大、系统最完善的电子车

牌运营管理系统，除此之外，在无锡、深圳、天津、北京、武汉等城

市均有项目落地。受 2019年 ETC行业爆发的影响，公安部在推动电子

车牌落地市场化的动作明显加快。公司目前正积极向其他城市试点、

推广电子车牌项目，同时也在积极探索更多的应用场景。例如通过电

子车牌和保险结合的模式开拓电子车牌社会服务场景，利用电子车牌

唯一身份识别的特性共同拓展汽车电子标识在汽车后服务市场如保

险、加油、停车、维修、保养等领域的应用，目前公司正在跟保险公

司积极洽谈具体落地方案，公司非常看好电子车牌未来发展趋势。

7.公司目前账面上还有六个多亿的商誉，主要是高新兴创联和高新兴

物联两家子公司的，请问公司未来商誉减值的风险有多大？

2019年，受到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变化、行业政策趋势变化及

市场竞争日益加剧的影响，公司收购的六家标的相关资产组的经营业

绩承受较大压力。公司在判断上述六家标的资产组是否出现商誉减值

的过程中一直保持谨慎的态度，详细情况可参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

露的《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公司战略聚焦车联网和公安执法规范化两大主航道，公司看好高

新兴物联、高新兴智联及高新兴创联等主航道业务的行业发展趋势，

在 2019年度业绩不及预期的情况下，合理预计其未来业务发展状况和

行业市场空间，给予的业绩增速符合整个行业的发展趋势。

8.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中设定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

标中预测的高速业绩增长主要来源是公司哪些业务板块？

主要还是看好公司车联网及公安执法规范化主航道业务布局的发

展情况。

9.公司目前复工情况如何？

公司 2月 3日起便开始线上办公，2月 10日后大部分员工已返岗

现场办公，目前全集团已有序复工，整体经营情况正常。随着目前疫

情防控对公共安全保障投入需求的不断增加，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

术在此次抗“疫”中作用的凸显，越来越多的产业政策及行业支持都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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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业务发展提供更多的机遇，公司也会积极承担一家上市企业应尽

的社会责任，为打赢疫情防控战贡献最大的力量。

附件清单（如有） 请见附件《与会清单》

附件：《与会清单》

公司名称 公司名称

China Merchants Fund Management 上海海宸投资

China Re 上海禾其投资咨询

Elevation Capital 上海汇利资产

Matthews Asia 上海货力资产

OP Capital 奥陆资本 上海健顺投资

Prudence 上海南土资产

安邦资产 上海启石资产

安信证券自营 上海筌笠资产

北京创新产业投资 上海仙湖投资

北京沣沛投资 上海永望资产

北京公能达投资 上海综艺控股

北京合正投资 上银基金

北京市星石投资 绍兴睿源投资

北京曜德投资 深圳大道至诚投资管理

北京永瑞财富投资 深圳道谊资产

北京祐盛投资 深圳宏鼎财富

北信瑞丰 深圳金泊投资

标朴投资 深圳龙腾资产

辰阳资产 深圳前海大千华严投资

成泉资本 深圳前海行健资本

诚通基金管理 深圳前海互兴资产

创金合信基金 深圳前海珞珈方圆资产

东方阿尔法基金 深圳前海普惠资产

东方港湾投资 深圳前海荣德金资产

东方证券 深圳前海粤鸿金融投资

东海证券（资管） 深圳清水源投资

东海证券（自营） 深圳融科信资产

东吴基金 深圳市恒盈富达资产

东兴基金 深圳市景泰利丰资产

方弈投资 深圳市前海禾丰正则资产

丰和正勤投资管理（北京） 深圳市万杉资本

福建鑫诺嘉誉投资 深圳望正资产

富利达基金管理（珠海） 深圳熙山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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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银瑞信基金 深圳禹盛酒店投资

共青城辰泰投资 生命保险资产

冠丰资产 盛盈资本

光大证券 拾贝投资

光大资管 世纪证券

广东钜洲投资 台灣富蘭克林華美

广东浔峰投资 太平洋证券

广发证券 太平养老

广州金域投资 太平资产

广州路德投资 泰山保险

国海证券资产管理 泰信基金

国金证券 天风天睿投资

国盛证券研究所 天风证券

国寿安保基金 天九资本

国寿资产 天时开元基金

国泰君安证券（自营） 天治基金

国信证券 同犇投资

国元证券 同晟投资

海富通基金 万家基金

海通证券 万有道资产

瀚伦投资 万誉投资

杭州青士投资 务聚投资

好奇资产 湘财基金

灏羽投资（中汇金） 新华基金

合众资产管理 新华资产管理

红塔证券资管 新能集团

红象投资 信诚基金

鸿道投资 信达澳银基金

湖北海聚方兴资产管理 兴业基金

湖南万泰华瑞投资管理 幸福人寿资管

互兴资本 寻远资产

华安财保资产管理 雅戈尔投资

华安基金 阳光资产管理

华福证券 易正朗投资

华富基金 银华基金

华美国际投资集团 寅石投资

华杉投资 英大证券

华商基金 盈信基金

华泰证券研究所 永赢基金

华夏基金 涌峰投资

华裔集团 友山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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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善万嘉资产管理（大连） 誉华资产

建信基金 源成投资

江苏瑞华投资 长城基金

金鹰基金 长谷资本

进门财经 长江日昇

精一天使基金 长江养老保险

景顺长城基金 长盛基金

九泰基金 招商证券

矩阵投资 浙江翊晟资产

君和资本 浙商基金

凯丰投资 中国人寿养老保险

路博迈基金 中国人寿资产

民生加银基金 中国中投证券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 中海基金

南方基金 中恒星光资产

南方天辰投资 中汇金研究院

南华基金 中金资本

农银汇理基金 中科沃土基金

诺安基金 中欧基金

诺德基金 中融基金

鹏华基金 中融信托

平安养老保险 中睿合银投资

浦银安盛基金 中泰证券研究所

启元资本 中泰自营

秋阳投资 中信保诚

仁布投资 中信建投证券资产管理部

睿柏资本 中信银行资产管理中心

三顾投资 中信证券

厦门坤易投资 中银国际证券

上海枫池资产 中钰康健资本管理（北京）

上海谷誉资产 中域投资

中阅资本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