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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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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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证券组织的电话会议 

参与单位名

称及人员姓

名 

长江证券袁祥；天风证券葛婧瑜；浙商证券耿军军；国都证券余

卫康；合正普惠投资杨钊；泓德基金董肖俊、王克玉、秦毅、蔡

丞丰、郭堃；银河证券钱劲宇；兴全基金孟灿；海通证券杨林；

中银基金王嘉琦；国泰君安徐紫薇；东方证券浦俊懿；华泰证券

郭雅丽；利安资金毕淯峰；平安证券闫磊；国金基金滕祖光；红

华资本田壮；素丰资产张颖珍；凯丰投资田明华；中信建投张咏

梅；生命资产龚鑫；柏杨投资刘璠；深圳正源投资华通；必胜资

产龚昌盛；华夏未来褚天；华创证券刘逍遥；申万宏源黄忠煌；

嘉实基金谢泽林；财通基金丁星乐、谢钊懿；光大资管刘勇；天

弘基金周楷宁；农银汇理梁国柱；中融基金汤祺；交银施罗德基

金刘庆祥；华润元大王鑫；中银国际自营宁宁；国寿养老王彬彬；

华宝基金窦金虎；长信基金沈佳、光大资管张曦光；华夏基金林

峰等共计 46人参加。 

时间 2019年 04月 30日 15:3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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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总监张乃军 

投资者关系

活动主要内

容介绍 

 

一、2019 年一季报简要介绍 

公司 2019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2.47亿，同比增长

33.53%，保持比较好的增长趋势。与往年一样，新签合同主要集

中在 Q4，因此 Q1的收入主要来自于 2018年的合同。归属上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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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股东净利润亏损 1430万，亏损原因为：（1）去年公司在大数

据、行业取证等商机较大，加大了人员的储备，去年人员增幅达

25%左右，导致今年第一季度人员费用等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

长，第一季度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出现亏损；（2）收

入结构上，公司的产品销售收入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收入的实

现主要集中在下半年尤其是第四季度，从以往年度看，第一季度

销售收入一般占全年收入的比重仅10%左右，而费用却占全年25%，

导致第一季度利润较差； （3）第一季度收入里面，围绕客户的

解决方案需求，有部分毛利率较低的系统集成和服务器、工程项

目交付，一定程度拉低了一季度的整体毛利率，也是造成一季度

亏损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公司的收入还是保持了比较好的趋势。 

二、公司四大业务主要趋势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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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机构改革对

公司部分业务存在一定的延缓影响，随着今年 3月份国务院机构

改革的基本完成，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和不利因素已经逐步在消除。 

1、电子数据取证 

2018年营业收入 7.37亿元，较比去年同期增长 1.02%。电子

数据取证中各细分行业的收入与 2017年基本持平，主要还是受机

构改革的影响，很多建设还未启动。从目前来看，国务院组织机

构改革的“三定”在 3月已经完成，组织机构改革带来的负面影

响和不利因素会逐步消除。几大主要行业的情况： 

（1）刑侦：2018电子物证实验室建设的落地速度较慢，主要

也是受司法机关机构改革的影响。去年 6月和 9月出了电子物证

实验室建设指南和技术标准，10月份召开全国局长会议要求各地

市要在 19年完成刑侦电子物证实验室的人员配备、培训和能力建

设。目前已有 4~5个省发文，市场景气度随着组织机构改革调整

的结束，已逐步恢复到比较活跃的水平。 

（2）监察委：今年监察委迎来改革后的较好商机，去年三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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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时候我们在北方某市完成了约 1000万后端大数据+前端取证

一体化项目，并获得了部委科技进步一等奖，目前已有若干个地

市在洽谈推广。 

（3）税务：国地税合并后，带来了税务稽查软件的升级需求，

也产生了新产品的需求，如公司今年年初中标的总局稽查指挥实

验室，预计后续会加大在这方面的全国性投入。 

2、大数据信息化 

2018年营业收入 4.96亿元，同比增长 100.74%。公司大数据

业务主要聚焦不同部门、警种之间的数据融合，解决了数据孤岛

和数据烟囱的问题。大数据汇聚融合平台服务于服务型政府的转

型，促进了各部门数据融合和共享，在政府服务、社会治理、打

击犯罪等方面发挥有效作用，提升了客户的工作实效。2018年公

司大数据产业地位得到了提升，具体表现在：(1) 业务发展到 10

余个省市，涉及 40余个建设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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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公司人员增加的 600人里面有一半以上在大数据产品线。 

2019年，大数据业务延续去年的良好发展机会，需要一段时

间转化成合同和交付、收入确认，整体上大数据信息化能够保持

快速增长，目前仍在持续招人，以满足客户规划和建设的需求。 

3、网络空间安全 

2018年营业收入 9,318万，同比增长 9.17%。去年工商调整成

市场监督，有一定的影响，但新需求释放较快，保持了这块业务

的成长，去年 3000~4000万收入来自于此。 

4、专项执法装备 

2018年营业收入 1.2亿元，同比下降 18.99%。收入结构中，

有增有减，增在便民惠民自助设备，大几千万的收入，减少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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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稽查，因为国地税合并，降低了税务稽查的销售收入。目前

看，国地税合并完成后，税务信息化投入会回到正常水平。便民

惠民设备是 2016年培育的，最早就做了广东，只做出入境业务，

当年收入 1个亿；2017年进入沿海几个省份，小几千万；2018年

进入全国 10余个省市，增加车管和户政业务，大几千万左右收入；

19年，增加政务业务，随着“数字政务”的持续推进，市场容量

有望进一步增加。 

风险提示：（1）电子数据取证政策推进不及预期、竞争加剧；

（2）大数据行业竞争加剧，收入确认的跨期问题，项目越大，阶

段推进和验收的综合难度越大；（3）收入集中在下半年特别是第

四季度，存在收入不均衡等问题。 

三、交流环节 

1、一季度毛利率下滑较多，是否是偶发性，会持续么？ 

回复：目前大数据业务毛利率基本延续了 2018年的水平，由

于一季度收入规模比较小，偶发性合同影响会放大，未来毛利率

持续下滑的趋势目前没有看到。 

2、各地公安预算是否会受财政影响？ 

回复：目前公安大数据基本是一些资金充足的城市在做，目前

没感受到有受预算影响。 

3、国投的合作主要在哪里？ 

回复：国投是央企，具有优势，充分利用国投的优势资源，有

利于美亚政府业务的推广。国投投资的都是国家核心产业，也有

很多网络安全的需求。 

4、刑侦最新的进展？ 

回复：刑侦过去几年都没有大投入，今年一季度已经能感受到

商机的增量，这个比较明显。电子物证实验室目前已有 4~5个省

发文要求建设，我们也广泛在渠道方面参与建设，确保能抓住机

会。 

5、360收购了做取证业务的企业？如何看待竞争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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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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提高产业地位和竞

争能力。目前来讲对我们影响不是特别大，竞争是好的，有竞争

才能促进行业发展。  

6、金盾工程一般期很长，如何看待公安大数据景气周期和市

场空间？ 

回复：原先是以各警种烟囱为主，现在要求各警种和网络安全

数据汇聚形成大数据平台，数据量不是一期二期三期的增加，而

是按照网络发展或网络带宽的成长来算，所以应该每年都要投入，

而且投入会更大。这是彻底改变原来公安信息化建设模式的变革，

包括视频的大数据也会整合到公安大数据里，所以它的能力会大

大提升，那么投入肯定也要增加。 

7、对公安大数据领域各个竞争对手的定位？ 

回复：公安大数据分几个层次，最基础的就是基础设施，这些

属于被集成。美亚提出来叫做“被应用”，被应用的就是在被集

成的平台上面做数据的治理。再上一层就是应用层，应用层就是

百花齐放，各个不同行业、不同公司都可以在数据治理的平台上

面去发挥他们的能力，所以美亚核心是做好大数据的基座，也就

是把数据治理做好。美亚也会自己做一些专长的应用，比如说网

络安全、刑侦等我们比较熟悉的行业的应用，但是对于不熟悉的

行业，我们会开放一种生态，让各种参加公安大数据建设的应用

厂家，在我们的数据平台上面做应用，这就我们提出来的“被应

用”。 

美亚在数据治理这方面有优势，在数据治理层面，有时候会由

美亚来总集成，如果有机会我们也会去参与一些基层建设，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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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关注仍然在数据治理层面。 

在数据治理层面有几家竞争对手，主要是传统做网络安全的几

家厂商。不排除未来会有做公安信息化公司进来，但是整个大数

据治理的标准和规范都是现在我们这几家参与的，所以有先发优

势。制定标准的好处就是可以先储备。 

应用层方面，我们既然提出被应用，就不会把所有应用都做，

有别的厂商参与我们也欢迎。 

8、公安大数据的建设经费来源？ 

回复：建设经费通常是地方财政为主，但是也会存在部分地区

以国家经费为主。 

9、公司具体参与了大数据方面哪些标准的建设？ 

回复：数据治理、数据对接、安全标准这些，我们的参与量比

较大。参与建设标准会带来一定先发优势，后续竞争对手会慢慢

跟上，但是对他们来说，0的突破会比较难。要创新很容易，但是

要持续创新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了。 

10、现在公司项目很多，售前很紧张，招聘容易么？ 

回复：公司售前人员比较紧张，售前主要是要懂公安大数据，

我们需要有所取舍，不希望一次铺的特别开，同时也要完善公司

的生态布局，一些工作要合作伙伴来做。 

公司去年新招了 600人，现在已经在转换为生产力。大数据春

节前已经发出 200人招聘需求，现在已经基本到位了，全年新增

控制在 400人左右。大数据团队到今年年底应该会接近 1000人左

右，公司今年会把有大数据能力的人员优先调配到相关业务，包

括生态合作伙伴的。 

11、公司大数据业务会不会带来毛利率、现金流的下降？ 

回复：公司之前是以做强为主，但是现在不排除做大的可能，

对于一些体现公司核心竞争力数据治理能力的项目，公司是乐意

承接的，不必只盯着毛利率一个标准。 

现金流最开始在进行试点的时候会相对艰难，但后续预算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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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会有逐步好转。 

12、海外业务有多大体量？ 

回复：目前都还在千万级别左右的体量。 

13、融合大数据的基础结构及利润分配如何？ 

回复：每个烟囱式应用都有三节：数据接入、数据治理、数据

应用。我们最终会把接入（前端的数据采集接入）全部汇聚到所

谓的数据治理的平台。前面的接入还是不同的数据来源，后面的

应用也仍然是分散的，只是把中间那一段整合成为所谓的叫做大

数据平台，然后应用就搬到大数据平台上面去。利润分配方面，

从下往上大概是 5/3/2的分配。 

14、大数据治理这块如何理解？ 

回复：给数据清洗打上各种标签，供给应用端进行统一调用。

打个比方：以前都是传统厨房，现在变成统一配送的中央厨房，

把菜分好调配好，这样厨师的工作量就减轻了。大数据治理就好

比将菜分好调配好。 

15、大数据治理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回复：首先是业务准入门槛。其次，以前做烟囱的时候，数据

量小，现在数据量大，一定要有大数据的处理能力。第三是对业

务的理解，抓住共性，才能在应用层更好的服务客户。我们做的

是全警种的业务，对客户的理解是比较深入的。 

16、今年跟国家安全保障相关的业务怎么从报表体现？体量多

大？ 

回复：如果政府有进行公开招标，业务情况肯定就能看到。但

从季度性的表现看，今年肯定还是在 Q4更多一些，商机是提前了，

收入确认估计还是要下半年。 

17、2019年的业绩指引？ 

回复：希望能继续保持前几年的增长趋势，主要风险是来源于

合同签订的落地进度和转化成收入的进度，今年收入肯定还是下

半年多，估计还是要到下半年才能看到全年的情况。但今年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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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为止，商机是比往年要多的。 

附 件 清 单

（如有） 

 

日期 2019年 04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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