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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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证券组织的电话会议

东吴证券郝彪、戴晨、骆撷冬；艾丽威尔硅藻泥许丹远；安中投
资刘伟；北京德源安资产张敏；泊松资本唐韩；辰月投资陈振明；
成都红泰投资曹韧；川陀投资郑捷；德威资本游建国；点石汇鑫
投资赵磊；鼎锋资产周济海；东方证券王荣华；敦孚投资姜军；
凡星资本刘星；方正富邦基金王晓强；沣沛投资孙冠球；福恒投
资张凯；共青城辰泰投资温震宇；冠峰资产王磊；国海证券资产
王友红；国泰君安李沐华；合晟资产张岩松；恒大人寿保险张磊；
恒复投资陈丽丽；恒远资本李静；弘泽基金郭坤；泓澄投资王维；
泓德基金蔡丞丰、董肖俊；华融资产张建涛；华商基金晨曦；华
参 与 单位名
称 及 人员姓
名

泰证券何粮宇；华西证券周君泓；华夏未来资本楚天；交银施罗
德基金程勇、杨浩；景领投资冯珺；君安恒利于骏晨；君择投资
罗阳；凯丰投资田明华；楷洺股权投资李灏呈；龙全投资张宇麟；
明兆投资李永辉；铭远投资韩月峰；耆信投资朱舜羽；千合资本
孙珂；前海北斗星基金王海宾；清水源投资程宇楠；人保资产于
佳欣、郁琦；荣保泰资本林绍杰；瑞民投资龙红捷；瑞信投资沈
宇峰；睿盟投资杨湘云；厦门财富管理卢杰；上海标朴投资周明
巍；上海隆务实业吴刚；上海亚细亚商务有限公司金林；上海紫
竹置业葛俊；申万宏源基金黄忠煌；深圳丽雅投资吴志伟；盛世
景资产管理王振；盛盈资本李超峰、彭文晴；顺仓物流黄进辉；
泰达宏利张小东；天风证券葛婧瑜；投研社-钱进、吴博；土星资
产马宜成；万泰华瑞投资李国伟；纬思投资刘淑怡；西南证券李
迪心；相聚资本余晓畅；鑫鹏泓投资罗颖；兴全基金孟灿；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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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邹振松；拥湾资产李涛；圆信永丰基金陈丽；远策投资李健；
云门投资于中华；长城证券刘蔡；长江证券徐杰；征金资本蔡硕；
中国人寿养老保险；中海基金夏春晖；中金公司冯达；中融基金
汤祺、张琪；中信建投资本陈浩；中银国际证券宁宁；中银基金
刘腾、汪嘉琪等共计 95 人参与。
时间

2019 年 04 月 17 日 15:0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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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滕达、董事会秘书蔡志评
一、2018 年度公司经营情况回顾
公司 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16.01 亿元，同比增长 19.75%；实现归母净
利润 3.03 亿元，同比增长 11.59%；实现扣非净利润 2.15 亿元，同比下降
14%。下降原因：2018 年 3 月，国务院启动组织机构改革，涉及到司法机
关、执法部门等各个政府部门的组织机构调整，对部分业务存在一定的延
缓影响。但公司仍然发挥了在电子取证行业的龙头优势，提升了大数据等
部分业务的产业地位。
公司 2018 年毛利率为 59.5%，下降了约 5%。下降原因：(1)大数据信
息化毛利率下降 19.58%；(2)考虑行业前瞻性布局，加大了人员储备及投入，
人员增长较快也影响了费用率。

电子数据取证：营业收入 7.37 亿元，与往年相当同比增长 1.02%。主
投 资 者关系
活 动 主要内 要原因是国务院启动组织机构改革，影响了部分建设计划。其中，网安、
容介绍
刑侦等细分领域的营业收入均与 2017 年基本持平，但在海关缉私领域营业
收入有所增加。从目前来看，国务院组织机构改革的三定在 3 月已经完成，
组织机构变革这样的负面影响和不利因素、在 2019 年已经有所消除。刑侦
的电子物证实验室建设，目前已经有若干省下发了总体规划建设文件，刑
侦市场景气也逐渐恢复正常市场的活跃性。此外，监察委工作逐步开展。
这些都会促进取证方面业务今年的落地。
大数据信息化：营业收入 4.96 亿元，同比增长 100.74%，营业收入占
比从 18%提升到 31%，增长原因：(1)行业需求和投入加大；(2)政府部门此
前大多建设烟囱型大数据信息化平台，而公司更多切入汇聚融合型大数据
信息平台。大数据信息化在政府服务、社会治理、打击犯罪等方面发挥有
效作用，使得司法机关、政府执法部门均有加大了建设投入。2018 年大数
据产业地位得到了提升，公司大数据业务的提升表现在几个方面：(1)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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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到十几个省市，并走进北京、广州、深圳等全国标杆城市；(2)打通了
数据孤岛，实现了跨部门数据共享，提升了数据价值，实现多警种信息融
合的导向要求；(3)大数据信息化能力获得了客户的认可，收入得到了有效
转化。（4）去年下半年也积极参与部级平台建设的探讨及大数据信息化标
准的制定。对比其他网络安全大数据公司，公司该业务拥有领先优势，有
更多市场机会、但也伴随更多风险，需要依托产业地位，将市场机会转化
成自身优势。前段时间广东召开了全国的公安大数据平台的探讨会议，要
加大大数据的建设。市场机会越来越多，风险在于我们把握机会的能力、
交付的质量等。
网络空间安全：营业收入 9,318 万，同比增长 9.17%。这块业务主要围
绕互联网的舆情检索、信息系统的安全检测等。其中，信息系统安全检测
方面与往年基本持平；而食品药品监督改成市场监督管理，网络贸易增长
迅速、监管需要信息化支撑、业务得到比较好的发展。
专项执法装备：营业收入 1.2 亿元，同比下降 18.99%。去年国地税的
合并延期到 9 月才完成，导致税务稽查设备收入有所下降。便民惠民的自
助设备收入是增长的，市场从原有的广东省做到了福建、山西、安徽等。
今年很多省市都启动了如数字广东、数字福建，福建今年也召开了第二次
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公司跟子公司也会去参展。我们也希望这两年通过产
品的升级抓住更多的市场机会。
展望 2019
(1) 组织结构改革完成，市场恢复活跃环境，公司加大大数据信息化人
才招聘、加大销售市场布局、积极整合资源，希望在政府改革周期中抓住
市场机会。
(2) 2019 年 3 月底，公司创始股东为了改善公司股东结构，拟计划采用
股权转让方式，引入国投智能成为公司股东。国投智能的母公司国投集团
作为中央企业中最大的投资控股公司，在国家战略重点行业中一直积极发
挥着国有资本的引领和带头作用，肩负着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使命。美亚
柏科的业务定位与国投智能的战略方向高度契合，也是本次国投拟入主的
主要原因。本次收购完成后，国投智能将充分发挥自身的管理能力及控股
股东国投集团资源整合能力，进一步推动美亚柏科做大做强。该项目目前
还需国资委等相关部门的审批、和深交所的审核。
二、交流环节
1、公司为何能实现大数据业务发展超出预期，这么快进入一线城市？
回复：主要竞争对手更多专注烟囱型大数据信息建设方面，公司的切
入点是大数据的汇聚融合平台。通过产业生态内的公司在各业务领域的布
局，打破原有数据烟囱，解决数据孤岛效应问题，提高数据的应用价值。
2017 年借助厦门金砖会议，把汇聚融合平台的效果进行了有效推广，也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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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客户的认可，所以能够快速进入一线城市。此外，公司以客户为中心、
通过为客户提供产品创造价值来争取自身发展机会的核心理念，公司的大
数据信息化产品领先竞争对手。
2、请问公司目前在传统烟囱型业务方面有介入吗？
回复：公司目前在两个方面都有介入，目前的大数据信息化业务中有
2/3 属于汇聚融合型，1/3 属于烟囱型。
3、从客户自身投资的角度来看，两种大数据信息化类型通常比例应该
如何？
回复：从目前市场总容量来看，烟囱型业务总量更大，占更大的市场
比例，但汇聚型增长速度更快。
4、在一、二线城市中，汇聚融合型平台投入的规模大概有多大呢？
回复：全国大多数城市还没有开始建设。对于每个城市，投入资金和
经济发展环境和网络建设水平有关，每年都会增加投入，二、三线城市的
早期投入规模大约在 2,000 万元到 5,000 万元，省级城市投入规模可达 5,000
万元到 1~2 亿元，未来仍会随互联网发展而升级。
5、原来不同的直管部门各自管理，这里有归集的趋势，公司的大数据
信息化平台未来会向其他领域拓展么？比如网信办？
回复：目前还是主要在公安。原来是各警种各自建设烟囱，我们主要
做打通和汇聚。现在延伸出来的有海关缉私，税务稽查等行业，网信部门
不多，更多在执法部门。
6、大数据业务毛利率有些许下降，该业务未来的平衡点可能处在什么
水平？
回复：电子数据取证方面暂没有看到持续下降的迹象。大数据业务市
场的毛利率在 50%-70%之间。2018 年公司推行比较积极的市场策略，毛利
率低一些。此外，未来部分大数据平台会采用分层解耦方式，有些业务合
同我们是作为整体解决方案总包商，在收入保持增长的情形下，毛利率不
会像 2017 年那么高。未来仍需要继续根据新增合同类型、客户建设策略等
方面来判断。
7、公司的大数据汇聚融合平台需要线下服务么？随着城市的拓展，运
维人员是否会增加？
回复：公司大数据汇聚融合平台是做数据的治理、线索分析，不是办
公流的业务平台，每个项目规模比较大，会安排若干运维人员，数据都在
政务内网，在网络上维护就可以了，不需要太多人。只有涉及到专业应用、
各警种应用时才会涉及更多的业务流程，这些内容在大数据平台上涉及不
多。
8、取证业务收入过去几年按照警种的构成是怎样的？
回复：2012 年前主要是网络安全方面的。2018 年电子数据取证收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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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有一半是网络安全的，其他主要是刑侦、监察委、海关缉私等，较大
的是刑侦。
9、2018 年电子数据取证业务方面的刑侦方向占比比起 17 年是否有所
下降？
回复：18 年光打雷不下雨，这两年总规模没有太大变化。
10、此前对于刑侦、监察委等方面的预期，都和网络安全方面几乎处
于同一量级，但似乎无法按计划在 2020 年前完成。原有的 2020 年之前的
政策还会延续么？
回复：政府可能会下发文件，要求在一定时间内完成。不会说 2020 年
建不成就不建了，大概率是延续。
11、此前有派出所的采集设备的采购，后期是否还有这个方面的需求？
回复：派出所主要采购标准化采集设备，虽然 2018 的销售量比 2017
的销售量少一些，但这个设备每隔几年就需要更新一次，这项业务在 2019
年仍然有一些机会。
12、派出所标准化采集设备是属于刑侦方面还是独立的需求？
回复：我们分类上跟刑侦的取证算在一起。取证我们细分标准化采集
设备、取证设备及实验室综合设备等。从 2018 年来看，标准化采集设备需
求数量有所下降，而取证类设备需求有所增加，总体来看与 2017 年水平相
当。2019 年预计刑侦市场会更活跃，但这也会带来一定风险，包括价格竞
争、客户需求时渠道无法有效覆盖，目前仅能判断出市场方向是积极的。
13、此前，360 公司收购了磐石公司，公司在取证业务方面会与其存在
竞争的可能性吗？
回复：两个公司都做电子数据取证业务，但我们公司除了电子数据取
证本身，还可以借助大数据平台，有效前后端联动协助分析研判，提升取
证与大数据平台的互动能力；在取证方面，我们公司围绕不同细分警种做
不同的细分应用，形成多种工作模式，可快速协助基层执法人员分析研判；
我们还在取证产品中增加语音识别、图像识别等，来增加客户应用，最终
增加产业地位和竞争能力。360 公司注重传统网络信息安全，而我们公司更
多注重内容方面安全。
14、公司的业务怎么界定的？
回复：大数据信息化平台主要是数据来源，公司做的是全警种的业务，
能接触到更全面的数据，目前了解到其他公司在一些二线城市进行了部分
项目，但市场上示范性项目还是公司主导的比较多。公司的业务除了大数
据还有电子数据取证、网络舆情等可以提供更多差异化的应用。所以我们
是依托取证的产业地位，解决了技术支撑和全数据来源的问题。优势在于
有取证，有网络舆情，有大数据平台。第二我们有全警种业务，其他竞争
对手都没有全警种业务。也希望大家共同发展，将产业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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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公司重点投入大数据平台方面，是否会压缩取证方面的资金投入？
回复：大数据研发投入增量明显，取证研发投入也在增加。
16、政府的预算投入？取证会不会有重复建设的问题？
回复：通常政府的预算投入都在增加，不排除部分城市的降低，但整
体来看，影响传统 PPP 建设、基建这些的可能多一些。取证和大数据信息
化都是与更好地服务与互联网快速发展紧密相关的，所以这块的投入都是
比较强的。电子数据取证不排除少部分会重用，现在大大小小案件都跟电
子数据取证有关，原有没使用的执法部门也需要。
17、我们在人员储备方面准备的怎么样？因为网络安全大数据不是完
全标准化的产品，涉及到一些项目的开发。
回复：我们去年在北京广州建了大数据中心，一部分人员是直接招，
一部分人员是来源于团队的转型。整建制的团队转型对人员储备是一个很
大的补充。我们核心还是做数据治理，在应用层我们会团结更多生态厂家，
让其他的厂家在我们的数据层面上做应用。上周我们召开了一个生态智会，
目的就是团结大家形成一个方案，共同把蛋糕做大，且大家能在中间发挥
各自的价值，我觉得这是未来的一个方向。
18、国投智能合作是出于什么样的标准的考虑，以后具体会有哪些方
面的深入合作？
回复：国投智能是一个国家级的投资平台，主要是从投资于国家战略
新兴板块，在行业业务方面会充分发挥美亚柏科自己的优势，我们希望未
来能够既有央企优势，又有民企活力，这样才能让美亚柏科有更好的发展，
在治理方面未来几年都会保持一定的活力继续往前走。也利用央企资源更
好地发展业务，美亚 90%以上都是政府的客户，所以在客户资源方面一定
是非常好的一个补充。
19、公司在做股权转让时是否有更深层次或更长远的考量？
回复：引入国投智能央企股东也是为了企业未来更好的可持续发展。
国投智能作为受让方成为公司未来的控股股东。国投智能是专注于互联网
及大数据行业的战略投资平台，成为美亚柏科的股东也符合国投未来产业
的发展布局。国投成为美亚柏科未来的控股股东之后，将主要依托现有的
经营管理团队、领导班子，依托央企的优势和民企的活力，创造国民共进
的适应社会发展的有活力的企业。后续我们还会有相应的资源对接来更好
地依托央企的资源促进企业的发展。目前跟国投之间的合作还需要报国资
委等相关部门审批，目前相应审批程序还在过程当中，后续我们会组织新
闻发布会，更深层次地探讨相应的一些问题。
20、新股东进来以后，对整个公司的经营管理班子会有什么样变动和
影响？
回复：国投成为美亚柏科的控股股东之后，也肯定是希望企业能够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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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发展，原有班子更好更长时间地服务企业。我们在公告里也有提到，现
有的经营管理班子会签订更长时间的服务协议，以及承诺未来 3 年股份减
持不超过一定比例。目前都在按计划往前走，未来会逐步地有一些整合计
划，整合的目标是能够发挥产业协同优势，更好地促进企业的发展，为股
东带来更好的回报。
21、产品的复用情况以及研发方面的复用大概的比例是多少？
回复：我们在北京和广东各建两个大数据研究院，都是在做标准化的
工作，广东的大数据研究中心做核心数据处理，将不同的数据进行处理融
合，属于标准组件。北京的大数据研究院做数据上层的应用，形成标准的
应用组件，在这基础上做相应的实施。所以这几年我们一直在提升复用能
力，目前针对应用的复用应该可以达到 70~80%。
22、融合平台这块公开资料比较少，厦门的祥云和目前在做的融合平
台的关系是什么？
回复：厦门的祥云平台是我们在公安大数据平台基础上延伸到政府的
城市治理平台，严格意义上不属于公安大数据平台。我们的公安大数据平
台是打通了不同警种的能力，祥云是城市级的能力的打通，围绕城市公共
安全的治理和管理展开的。我们厦门做了三期，沈阳也做了第一期，去年
没有新增城市，现在也在跟进若干地市建设计划。
23、子公司大数据平台对公司的支持？
回复：子公司更多的是在美亚的大数据基础上面做各种专业警种的应
用。子公司针对不同的业务警种理解非常深入，美亚柏科主要是做核心的
数据基座，让这些基座能够充分地应用来发挥能力，这就是我们和子公司
的分工。包括与合作公司我们都会形成良好的公安大数据的工作分配。
24、数据分析以前主要在在后端进行，未来公安领域的大数据分析是
否会向采集端转移？
回复：前端会做数据的预处理，将数据汇总到大数据平台，最后的分
析还是会在大数据平台中进行。因为大数据平台中的种类跟数据来源非常
多，所有它能做的工作就更多。这两方面不矛盾，简单的东西在前端做，
后端可以有更多的数据支撑。
25、大数据业务现在是怎么样的增长情况？
回复：从市场看有保持较快的增长的机会。前两年都是 100%，可以很
明显看出趋势，今年目前来看商机增加较多，所以我们也增加了人员的招
聘，加大了资源行业分派的建设，确保能够抓住机会，并且确保能够给客
户提供合格的产品。这块潜在风险是收入确认的跨期问题，项目越大，验
收的综合难度越大。
26、人员增长是否有大概的规划？
回复：去年增长约 600 多人，人员的快速增长围绕着产业机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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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提升展开。去年收入增长了 19.5%，今年希望去年增加的人员能够转化
为今年收入的有效产出，在人员招聘上会确保满足大数据人员的需求，但
是会适当降低人员增长幅度，把经营效益做大做强。
27、我们做的数据治理业务跟杭州中澳这样的公司会有一些类似的之
处吗？
回复：会，其实都在做数据治理，但是我们网络安全大数据平台的公
司跟传统的信息化平台的公司最大的差别在于我们治理过网络安全大数
据。
28、未来人员和研发的倾斜会不会往公安大数据走，取证方面会不会
增长减缓？
回复：在公安大数据条线下面做的取证，跟原来的能力也有很强的提
升，接入后台大数据资源后，从单机的分析向全面的分析。我们提出取证
3.0，就是要做一个全新的模式，未来这几年这个模式刚刚开始。5G 互联网
和万物互联，所有的产品和端都能连到网络，在端上都会有数据存储，只
要有存储的地方就会有取证的需求，去年年底我们也发起了物联网取证专
项，开发出的第一套产品就是汽车取证，销量也可以的，万物互联后存储
介质在不同的端存在后，也会带来更多的需求。

附 件 清 单
（如有）
2019 年 04 月 17 日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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