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市美亚柏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18-01-01
投 资 者 关 系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活动类别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东吴证券组织的电话调研

参 与 单 位 名 东吴证券郝彪、陈晨；中银基金陈哲；中欧基金孙凌昊；浙商保险
称 及 人 员 姓 唐永涛；长信基金沈佳；长城证券冉飞；允程资产李英；裕晋投资
名

张恒；兴业全球基金孟灿；信达澳银基金张凯；新华资产张晓磊；
新华基金杨雪；万吨资产蒋帅；仁桥资产夏俊杰；平安证券李峰；
老友投资温继文；嘉实基金陈涛、谢泽凌；华融证券庞立永；华金
证券王飞；汉享投资叶涛金；惠正投资陈行；东方基金郭瑞；诚盛
投资张蕾；灿祤投资单慧金；兵工财务李飞；碧云资本陈元、于飞；
毕盛资产龚昌盛；龙鼎投资曾丹青；银华基金夏青；泓德基金王克
玉；望正资本韦明亮；华夏未来资本楚天；南京证券华莎；西部利
得基金林静；北京源乐晟资产吴龙霖；北信瑞丰基金克伦；中金公
司资管冯达等 40 人

时间

2018 年 1 月 2 日下午 15:00-16:00

主办地点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观日路 12 号美亚柏科大厦

上市公司接
待人员姓名

董事会秘书蔡志评
1、 公司相关股东的后续的减持计划及安排？
回复：上周三晚上有一个上市流通公告，是关于员工股权激励

投 资 者 关 系 的事项。公司 2016 年下半年推出股权激励计划，2016 年业绩达到
活动主要内
目标，现在是首次授予部分第一期解禁，占首次授予部分股份总数
容介绍
的 40%，占总股本的 0.7%左右，今天上市流通；另外一个市场上投
资者关注的是 2018 年 1 月份有一批股权解禁，这个解禁来自于 2015
年底 100%发股收购江苏税软和珠海新德汇两个公司的事项，发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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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时设置了 3 年对赌考核期，对应的是 3 期解禁，2017 年 1 月
份解禁了第一期，占当时总股本 2.13%，今年 1 月中下旬解禁的数
量比例与第一期一样，解禁股中江苏税软的韦总和新德汇的苏总目
前都是美亚柏科的董事，是受相关解禁要求限制的。因此 2018 年
1 月份解禁股中可上市流通份额是此次解禁的一半即 500 万股左
右，占总股本的 1%左右，我们也和两位股东沟通过，基于对公司
未来发展的信心，短期内没有减持的计划。如果有减持需求，我们
也会根据证监会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定提前披露减持计划。
2、市场空间天花板？
回复：我们 2016 年电子数据取证业务增长只有百分之十几，
主营业务没有达到预期，主要是 2016 年检察院组织机构变革、降
低了采购的影响，也带来大家对市场空间的担忧。前段时间和大家
交流也提到，我们从公司成立到 2013 年一直围绕公安的网安部门，
2013 年开始刑侦、检察院出现采购，2014 年跨行业的销售收入开
始出现规模性增长进入海关、工商、证监局等，15 年进入税务稽
查等、跨行业的成功复制带来市场空间不断打开；另外，刑侦行业
在 17 年年底出来内部指导预算，要求 2018-2020 年投入 50 亿左右
建设电子实验室，加大对电子数据取证设备和实验室的建设，随着
城镇化和互联网的发展，和欧美一样执法部门找线索：看摄像头、
看手机和看电脑，各警种都要有对应的取证设备提升取证信息化能
力，现在不只是司法机关，工商、海关缉私，税务监管等行政执法
部门也有配备电子数据取证设备的需求，电子数据取证能力逐步变
成各个细分警种和执法部门提升快速办案能力、提升社会管理与服
务能力的基础信息化手段。行业客户的需求和公司成功的行业复
制、以电子数据取证为基础衍生的大数据信息化和网络空间安全等
新业务的培育，为我们主营业务持续打开了成长的空间。另外全球
电子取证市场，根据 TMR 透明市场研究报告，北美最领先，其次欧
洲，亚太地区在全球数字取证市场上贡献了可观的收入；未来亚太
地区将继续为全球市场贡献可观的收入规模、是全球市场增长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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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域。随着一带一路的发展，未来公司国际市场也存在着很大的
发展空间。大数据信息化、网络空间安全、便民服务等新业务又不
断培育，我们收入在做到 50-60 亿之前，很难看到天花板。
3、目前公司业务不断拓展，我们看到从 PC 端到移动端拓展，
从终端向云端拓展，从单警种向跨警种拓展，公司对整体市场空间
未来做何判断？这三个方面的拓展预计将分别为公司带来多大的
空间？
回复：11 年上市时主要是 PC 端的取证业务，14 年全球市场计
算机这块占比 30-40%，14-16 年移动端快速发展，目前云端发展速
度还是比较快的，我们移动端取证这几年每年合同签约都在翻番，
今年也保持了一个快速增长的趋势。PC 端的取证还在保持持续投
入，计算机和服务器、云端都是不可或缺的数据取证的重要对象，
计算机取证未来会保持一个比较平稳的市场规模和比例。增速比较
大的就是移动端的增长。2016 年手机取证还没有达到计算机规模
大，今年会缩小这个差距，未来 2-3 年这三大部分应该会达到平起
平坐的规模。以色列有一家专门做手机取证的，16 年做到 8 亿人
民币收入规模。所以我们从手机取证、云取证等新产品需求，及围
绕一带一路市场来看都有比较好的成长空间。
4、公安大数据的订单增速情况及主要增长来源？
回复：大数据板块，14-16 年总合计做进了 5 个省份，今年做
进了新的 5 个省份的某些地市；公安的大数据平台目前还主要是为
网安和刑侦等细分警种提供产品，检察院、海关、工商等都有需求
在产生，刑侦大数据平台今年成长比较快、这部分业务主要是在新
德汇。
5、大数据平台是只给公安做，还是也有新客户？大数据这块
国内的市场空间大概多少？
回复：和电子数据取证发展一样的逻辑，大数据平台主要以公
安为主、持续向各个新行业拓展和覆盖。以公安为主的大数据平台，
这两年培育了城市公共安全平台新业务，该平台是打通公安、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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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煤等市级单位的平台数据，为政府实现和提升城市的安全
运营管理的能力；城市公共安全的采购平台就不是公安，是市级政
府单位。海关和检察院，检察院今年 6 月份也推出了检察院大数据
建设规划，我们也拿到了一小部分，但现在还没有完成变革，所以
相对来说市场需求还是受到一些压制。海关目前主要还是围绕福建
这边的海关稽查局，现在也接触到一些新的大数据平台的建设需
求。检察院、海关等新行业基本是以电子数据取证产品为前端切入，
实现大数据的基础采集能力，后续为客户提供和建设大数据平台。
我们的大数据不只是公安，还包括海关、检察院、税务等多个行业。
但现在收入还主要还是来自于公安行业，其他行业客户基数低但成
长也很快。
6、大数据平台的投入、会不会带来人员长期投入和增员比较
大的问题？大数据平台是否直接面向最终客户销售？
回复：客户的大数据平台一般建设完后会留一两个人做持续维
护和服务，会出现建设交付后人力投入还存在、持续做维护升级等
的情况，由于都是分期建设，所以交付后的人员投入还是值得的。
我们和很多做智慧城市的业务不一样在于：我们主要专注于自己的
细分市场和产品，就像公安大数据平台，我们是专注于不同细分警
种、并以此做到成功的产品复制和推广。就像：前两年的城市公共
安全平台，16 年做了第一期，基本是定制开发的，后面是在沈阳
做第一期、就比较快，只有 3 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交付。美亚
柏科的特点在于，围绕产品和可快速推广的发展方式去做，通过聚
焦细分行业客户来获得这个能力。电子数据取证产品会有代理，大
数据平台业务主要是直销模式。
7、和烽火通信的竞争情况？
回复：他们比我们规模大比较多，我们是最近 3 年才做进这个
业务的。我们的竞争优势在于做的是全警种的业务，结合不同细分
警种需求，帮助客户提高能力。我们在解决方案里面可以提供跨警
种的大数据信息化能力，提升客户工作速度和成效。我们在解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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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里对比烽火还是有一些优势的。我们总体规模没有他们大，所以
就有比较大的成长空间。
8、 2018 年规划：公司如何看待 2018 年的业务发展重点？关
于取证业务和公安大数据业务目前的规划情况？
回复：2018 年，主要是面向刑侦会加大全国省市区县的电子
取证能力的建设，我们会围绕这个业务来展开，我们近期也在探讨
可能的市场机会和落地规模，包括我们从售前、解决方案和研发等
组织架构等应该做一个怎么样的调整。2018 年围绕刑侦这块，我
们会持续优化管理机制和组织架构，这个支撑不止在于电子数据取
证业务，也在大数据业务方面，刑侦大数据平台不管是十三五规划
还是其他方面来讲，都有比较大的增长空间，争取明年刑侦行业能
有比较大的增长规模。抓住原有的网安市场、不断拓展到刑侦、经
侦等细分警种和执法与社会管理部门等。
9、17 年底刑侦提出的刑侦实验室有采购了吗？
回复：今年的采购都和文件还没关系，18 年会开始根据文件
落实预算相关的采购和预算投入会在 18 年开始体现。
10、大数据平台，后续的可持续性怎么判断？后续新增的需求
来自哪里？
回复：产品使用周期 5 年左右，我们 2017 年在有些地市因为
客户的平台更新换代，所以拿到了一些订单；第二个是这个大数据
平台是各种互联网有害信息的快速发现，比如境外打来的金融欺诈
电话等，这块主要匹配通信行业带宽和容量的增加来匹配成长空
间。此外，也会有新增需求的增长，利用互联网犯罪的新型有组织
的形式和手段也在更新变化，都会带来大数据平台业务的新增需求
和更新换代。
升级和更新：一般来讲更新的体量没有初次建设那么大，但是
也不会太小。平台的升级和更新换代、都会为市场带来进入的机会。
11、 今年 18 年开始大规模建设刑侦电子实验室，招标大概什
么时候会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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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按往年的惯性：应该在 18 年 2 季度开始会逐步清晰，
一般 1 季度还处于预算审核和批准过程，2 季度开始逐步落地。招
标的方式一般是地市或者省级组织技术和设备的测试评分，大部分
会地市自己采购，这两年区县自己直接采购的比例也在增加，至少
50%以上是地市的采购。实验室认证方面，有一个 CNAS 的认证，可
以出鉴定报告，功能配备、操作流程、过程文档等符合证据的要求，
对人员的构成都有要求，我们也在看明年的市场，应该不会以这个
为主，还是根据业务需要配备设备，然后一些地方（地市级）去申
请认证，区县还是以采购设备的方式。设备是有公安部的相关检测
和认证的，产品认证角度不需要重复认证。
12、刑侦和网安的业务重叠率？
回复：目前来看，网安那边主要取证为主的产品都是可以在刑
侦这个细分行业里使用的，各细分警种有自己的大数据平台，部省
市区县，有各个条线，要从上往下的能力才能专注业务，对电子数
据取证来讲，网安的大部分产品是可以直接用在刑侦的，刑侦作为
最大的业务警种有自己的需求、不同细分警种关注的数据和管理对
象、后台业务系统存在差异。电子数据取证设备在不同的细分警种
使用时、会有部分不一样的软件以对接后台的大数据平台或业务平
台。
13、大数据平台的渗透率？
回复：目前缺少这方面的行业数据，从市场看我们还是有比较
多的机会切入。我们要做到几个亿需要的时间窗口应该还是比较小
的。目前这块刑侦和检察院都有，现在大数据平台这块，刑侦和网
安都有，网安超过一半，刑侦是今年增长比较快。反恐、缉毒我们
做的还不多，跟不同地区的业务需求有关。
14、公司对未来一年毛利率水平的判断如何？未来发展趋势如
何？
回复：过去 10 年左右 55%-60%，近 5 年 60%-65%，未来 5 年在
60%-65%这块这个区间都是合理的，大数据信息化平台在增长，一
6/7

般会带来毛利增量，未来几年来看这个区间都是合理区间。
15、质监局的订单：业务承担主体是？未来在质监领域向下级
部门下沉的预期如何？
回复：主要是由美亚商鼎来做，美亚商鼎的目的就是在工商和
食药监培育新业务和持续渠道下沉。市场行为主体的管理部门，信
息化能力也在不断提升。工商和食药监这块还是以市级为主，未来
还有持续渠道下沉的机会，一般会到区县，目前区县下沉还不多。
16、参股公司关系：公司和参股公司——中新赛克在公安部门
的业务关系？公司对于参股公司——安全狗未来有什么规划吗？
回复：中新赛克是公司上游供应商。安全狗主要是网络安全
saas 层面的很好的切入口，是我们的参股公司，近期也在做融资，
我们也希望他有比较好的市场发展方向，包括尽量和市场主导者有
一些合作。
17、大数据平台对接的数据？
回复：大数据平台上面对接的数据，我们本身不去获取数据，
我们是客户提供的数据我们去帮他对接。
18、视频分析业务？
回复：视频分析主要围绕取证业务展开语音语义翻译和图像分
析，还是围绕既有的司法和行政执法等政府行业的客户群提供人工
智能相关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19、投资和收购方向考虑？
回复：围绕大数据行业、网络安全行业相关的方面，我们的美
亚梧桐基金也投了一些相关的，行业市场可以是 2C 或 2B 或 2G 的，
都会考虑。如果业务不好归到以上类别的，但围绕政府或军工信息
化行业客户做的信息化、以产品为主的也是我们潜在的并购和投资
方向。
附 件 清 单
（如有）
2018 年 01 月 02 日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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