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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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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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证券组织的电话交流会 

参与单位名

称及人员姓

名 

新时代证券李汉卿、田杰华、张雪瑞、李佳璐、洪晨、郝颖；方

略资产游兰强；建信信托孟翔宇；万家基金耿嘉洲；万联证券崔

秀红；上海丁林投资裘善龙；上海仙风资产孟庆锋；光大证券资

管张曦光；上海利可资产杨志瑞；上海叮铃资产林君杰；上海圣

雅投资徐伟民；上海尚雅投资王雅琦；上海旭诺资产管理刘佳；

上海泓湖投资管理梁文涛；海通证券资管刘彬；上海涌津投资汪

凯；上海磐厚资产吕翔；上海聚成投资沈城；上海贝溢投资董亚

光；东亚前海证券杨柳青；东凯资本陈延；东北证券关宇志；东

吴基金秦斌；东吴证券戴陈；东方平升投资郑志平；东方财富证

券卢佳鹏；东方阿尔法基金陈渭文；东汉通讯孙晓东；东汉通讯

孙晓东；东海基金邓升军；中信产业基金温林开；中信保诚人寿

保险张博；中信建投张咏梅；中再资产赵重齐；中原基金吴伟；

中国人寿王晓娟；中国人寿养老保险于蕾；中国人寿资产赵花荣；

中天证券刘大海；中天证券韩颖；中欧基金刘金辉；中民投资本

管理赵常普；中泰证券张伟、王帅；中睿银合投资郑淼；中融基

金甘传琦；中融鼎投资吴涵亮；中邮创业基金万知；中银国际明

明；中银资管王青；丰岭资本李涛；九泰基金方向；亚太财险刘

强；交通银行王建华；交银施罗德基金郭斐、沈南、任相栋、何

帅、张胤；交银保险郭浩；亿盛投资王元平；信诚人寿保险申峰

旗；信诚基金王睿；信达澳银基金张凯、冯明远、张凯；信达证

券郑姚；兆金资本张亮；兴业全球基金孟灿；兴业证券熊斌正；

冠风资产唐哲；准锦投资戴德舜；裕晋投资张恒；万泰华瑞唐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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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君资产王鸣飞；加利利投资李杰；北京东方睿泽投资韩鸿朝；

北京和正普汇投资杨钊；北京永瑞财富投资赵旭杨；北京鼎萨投

资张王品；北信瑞丰基金吴克伦；千寻资本张超；国金证券翟炜；

华信证券陈晓晨；华信资管陈晓晨；华夏基金屠环宇、郑晓晖；

华夏未来资本楚天；华安基金袁祥、鲍清；华宝兴业基金窦金虎；

华宝投资张欣；华富基金张宝涵、高靖瑜；华晨未来基金宋陈玉；

华泰保险资管晏英；华泰柏瑞曾懿之、方峻；华泰证券汪磊、郭

雅丽；华美国际投资王书伟；华财投资陈立刚；华金证券资管黄

朝阳；华鑫资产张玲玲；南华基金刘斐、章晖；南方资产李更；

博冠投资张世栋；博时基金李辻、程沅、金晟哲；博普科技张腾

飞；厦门财富管理卢杰；合肥资产王珂；名禹资产王友红、王洪

雷；广联达李树剑；嘉实基金曲盛伟、顾正阳、何鸣晓、张淼、

谢泽林、谢鹏宇、陈涛；广发基金陈少平、庞倩倩；国华人寿张

凯单；国新投资张冀；国泰君安李博伦；国泰基金黄俊颖、孙家

旭；国海自营陈亮；国联证券安高诗、欧阳晨；大家资产范明月；

大青松投资贾茜；天弘基金刘栋；天月资产管理张一易；天虫资

本许嘉诚；天银投资王凯；天风证券缪欣君、沈海兵；太平洋证

券王振；守正投资刘明；安信基金张建、胡世玉；宏利基金李文

琳；富丽达基金邓海爱；富丽达资产陈锦豪、樊继浩；富安达基

金朱义、朱毅；峰正证券赵辉；师正投资文州；平安养老邵静明；

平安大华基金傅浩；平安证券李峰；广东惠正投资何卫辉；广发

基金刘金辉、瑞冬；广州基金周燕飞；广州宝传投资林庭淼；广

州金控资产黄健；广西瑞天富资产李飞龙；建信人寿徐勇、甘立

楠、赵巨汇；建信基金许杰；建安基金马家启；循源资本刘勇；

心意投资刘希；恒生前海基金李和瑞；恒跃基金刘高；成都新高

资产胡文忠；投研社丁雅琴；招商证券胡铅杰、刘玉萍；敦和资

产杨振华；新华基金付伟；瑞达期货蒋鸿强；新百信基金张楠；

方圆基金董丰乔；易鑫安王凯；景顺长城基金詹承、詹成；智达

投资刘宇；曾思资本王珂；望正资产叶晨；杭州乐趣投资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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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归心投资董轶凡；杭州白犀李海；杭州金库资本张琪；正谊

资本梁浦；民生投资丙凡伦；永瑞财富王红详；汇丰银行刘毅然；

汇泽投资潘永轩；汇添富基金李宁；汇理投资刘泳康；汉和资本

张婷婷；沣杨资产吴亮；泓德基金王克玉、蔡丞丰、郭堃；泰山

保险张文华；泰康基金刘悦、倪辰晖；泰康资产李晓京、王广群、

陈怡；浙江象舆行投资时佳欢；海富通基金于晨阳、黄强；海通

国际赵菲亚；海通证券于成龙、巩博涵、洪琳、罗擎；海通财富

金钊；深圳正圆投资张惠慧、黄志豪；渤海资管夏天；湘财基金

房天浩；溪牛投资杜朝水；滕信科技肖宏达；熙帅投资陈曦；玉

华资产王鑫栋；瑞柏资本劳逸华；申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刘意霞；

睿金资产王宁；福瑞嘉成投资谢可；程翔投资何东；立昂技术黄

波；美市科技方丽；致君资产毛梁杰；蓝腾资本 Andrew Hao郝立

本；融通基金孙卫党；西南证券李迪心；西南证券自营刘枝花；

西藏源乘投资胡亚男；诺德基金孙小明；货力资产吴强；踊津投

资汪彩；野村投资彭晴；金信基金唐雷；金全基金许航陆；铭基

国际投资祝泉；银华基金王浩、薄官辉；银帆投资孙志达；凯石

基金周德生；长信基金黄向南、朱玉峰、沈佳；上海德汇集团黄

抒帆；长城基金苏俊彦；长城财富资产管理胡纪元；长晟投资朱

涛；长江资管徐杰；长盛基金吴达、杨秋鹏、钱文礼；飞利信投

资控股许莉；鹏华基金董威、董威、倪也、胡颖；鼎萨投资刘寻

峰；鼎辉投资黄燕等 289人参与。 

时间 2020年 2 月 5日 18:30-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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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秘书蔡志评、投资者关系管理总监高碧梅 

投资者关系

活动主要内

容介绍 

 

一、对公司 2019 年业绩预告进行简要回顾介绍 

1月 20日，公司披露了 2019年度业绩预告。 

2019年公司的整体经营出现了一定波动，因为有客户组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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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改革的影响，和大数据产业的提前布局加大了投入，所以 2019

年前三季度的营业收入是 8.6亿、净利润首次出现了亏损 3000多

万，通过下半年特别是第四季度订单的落地跟产品的交付，也给

出了如上预告的、尚未经审计的经营成果预告。 

2019年，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约 25%-3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2.7亿-3.03亿，比上年同期下降 0%—10.95%，但是公

司相应的扣非净利润保持着增长趋势。 

销售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是 2019 年在国家机构体制改革逐

渐落地的同时，市场采购和建设需求也在恢复。电子数据取证产

品，业务范围已拓展到刑侦、监察委等行业。大数据信息化业务，

公司主动进行战略性扩张，持续加强大数据战略布局，紧紧抓住

市场带来的增量机会。为更好的贴近客户需求，成立广州、北京

等大数据研究机构，并中标多个大数据信息化项目，使得 2019年

公司的大数据业务保持较快增长。 

2019年，公司及分子公司进行了较好的资源整合，促进了业

务协同发展，提升了公司综合竞争力。全资子公司江苏税软在国

地税完成合并后，主动贴近涉税评估和税务稽查指挥的信息化需

求，加大产品研发力度，更新迭代及推出新的产品解决方案，使

得公司在税务细分市场业务保持较快的增长。全资子公司珠海新

德汇加强了电子数据取证产品在刑侦的业务销售，整体收入保持

增长。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 2018年度保持增长。2018年

公司非经常性损益 8,851.32万元，包括公司处置中新赛克股份获

得的股权收益 6,545万元。2019年预计非经常性损益对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影响约为 2,150万元-2,500万元之间，相比

2018年减少约 6,301万元-6,651万元。 

二、介绍大数据在疫情防控中所起的作用及公司相关业务 

1月 28日晚间，CCTV《新闻 1+1》栏目中白岩松连线中国工程

院院士、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李兰娟，针对网友特别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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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的问题进行了答疑。李兰娟院士表示，提倡借助大数据信息化

的手段进行信息收集、帮助发现传染源、控制传染源。2月 4日，

工信部官网发布《充分发挥人工智能赋能效用协力抗击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倡议书》，倡议进一步发挥人工智能赋能效

用，组织科研和生产力量，把加快有效支撑疫情防控的相关产品

攻关和应用作为优先工作。 

大数据作为防疫新手段，应用有很多。 

第一是疫情态势研判，帮助疫情防控部门找到工作重点区域、

重点人群和重点场景，为各级疫情防控指挥部提供数据支撑、辅

助决策支持和联动指挥的依据。 

第二是疫情传播路径分析，及时预防。美亚柏科帮助建设的城

市公共安全管理平台在疫情期间提供及时的研判，为感染源的及

时阻断和防控提供数据支撑。 

第三是精准防疫，这是疫情防控工作中最为棘手的问题，当然

也是大数据要着重解决的一点。 

第四是智能调度医疗防护资源。武汉等疫区医疗防护物资短缺

的趋势发现，通过大数据，进行智能供应链管理，让物资以最短

物流路径，最短在途时长从生产线到达疫区就至关重要。通过疫

情的大数据预测，特别是分区域的预测，再进行有的放矢的预生

产、预调拨，就可以有效降低物资短缺、物价波动的情况，理论

上还可结合 IoT技术，对捐赠的医疗物资去向进行精准追踪，确

保它们能在第一时间到达最紧缺的地方，避免出现压在仓库的情

况。 

第五是甄别谣言、假消息和错误消息。疫情来了，所有人高度

关注，各种消息满天飞，真真假假，要每个用户去甄别消息不现

实，封堵消息则会造成更大恐慌，甚至给谣言滋生创造土壤。针

对这样的情况，互联网大平台上线了辟谣功能，然而对于社群、

社交网络上的一些碎片化消息，特别是像截图、段子、短视频这

样的假消息，依然缺乏有效治理。针对此，可结合社会化举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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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专家审核机制以及 AI识别机制，对一些错误的图像和文字内

容进行智能识别和清理。  

美亚柏科是国内电子数据取证行业龙头企业、网络空间安全及

大数据信息化专家。自 1月 21日开始，美亚柏科大数据团队陆续

接到全国多个地方指令，第一时间赶赴各地现场开展大数据分析

工作，为疫情区提供技术支持，协助执法部门统计疫情可能扩散

的范围和趋势，落查确诊、疑似病例人员的相关信息，有效应对

各种疫情防控需求。 

三、交流环节 

1.提问：针对本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美亚柏

科投入多少人员，做了哪些工作？ 

回复：在疫情防控期间，美亚柏科第一时间赶赴全国各地协

助客户展开大数据分析支持等工作。截止 2月 4日，美亚柏科共

有 30个技术保障团队，300多位工作人员（含管理人员）投入到

各地客户单位提供疫情态势研判、疫情防控部署以及疫情监测等

大数据相关的工作中，协助客户做好疫情防控大数据支撑及服务

工作，加强联防联控，确保疫情防控科学有效推进。 

公司大数据团队快速组织研发力量，经过仔细梳理分析，目

前已研发出一套 “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监测”专项工作平台。该平

台充分发挥了大数据的优势，具备展示全国疫情传播趋势，分析

各省疫情态势，查询分析、挖掘和一体化联动三大特点，为疫情

防控相关部门提供科学决策的依据，实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可追溯、可预测、可视化和可量化。 

舆情监测方面，公司的网络舆情的技术支持团队为多地客户

单位提供实时舆情信息监测与专报分析服务，日推送量达几百条。 

市场监管方面，公司食药监监管技术团队开发的“天鹰-网络

交易大数据监管平台”，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技术手段，为

客户提供多种专项服务。针对客户管理区域范围内网络交易情况

（含各类网络订餐服务）进行大数据跟踪分析，对网上销售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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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防护用品（口罩、手套、防护服、各类发热药品等）和野生动

物进行动态感知和检测，及时发现违规销售、哄抬价格等涉嫌违

法行为，有效维持网络交易秩序。 

同时还协助客户保障市场监管、检测、追溯、口岸卫生检疫

等相关业务的办公网络、业务系统顺利运行。依托自主研发的市

场监管大数据平台、国家进出口商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大数据平

台、燕窝追溯平台，动态检测和追溯商品质量安全风险态势、进

出口重点食品安全态势，开展口岸卫生检疫相关科研工作，发现

市场监管领域风险，为市场监管和服务领域应对疫情提供决策参

考。 

2. 提问：公司推出的疫情防控监测专项工作平台目前覆盖了

多少省市，产品单价？行业内还有其他厂商参与吗？ 

回复：目前大概覆盖十几个地市，主要为疫情重点城市。因为

是属于特殊保障情况下的应急响应和服务，价格没有单独报价。

目前是围绕着客户需求保障及时抽调人员形成工作组，协助客户

开发相应的功能，这样可以快速的用大数据信息化手段协助有效

的疫情防控。公司大数据的主要优势在于汇聚融合，目前的主要

客户在司法机关，这部分应用会延伸到应急以及卫生防疫、社会

综合治理方面，所以公司也是为客户做好服务的同时，给自己带

来新的行业以及增量产品的这样一个机会。美亚柏科一直以来都

是第一时间响应客户需求，这种应急保障不是谈好价格才派人出

去，客户有需求及时响应，积极履行好社会责任，包含企业的社

会责任以及为客户做好服务的责任。目前没有了解到其他厂商的

相关情况，如果有，大家应该也都一样，以服务客户需求为主。 

3.公司在手订单情况如何？ 

回复：公司 18、19年业绩算是承压的，19年基本保障了一定

利润水平。19年机构改革完成后、各细分行业的建设也在正常启

动，虽然有些细分行业减小了投入，但刑侦、税务、监察委等行

业有深化建设的机会。目前订单情况和收入情况应该是相匹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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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没有具体数据出来。 

4.公司态势感知业务除政府客户外，有对企业提供服务吗？ 

回复：公司主要围绕社会治理，目前我们服务的主要还是政府。

公司参股子公司厦门服云有提供企业的态势感知产品和服务。 

5.此次疫情过后，疫情防控监测专项工作平台还会继续存在

吗，或者会有什么衍化延伸作用，比如线上医疗？ 

回复：第一方面，我们主要是司法机关的大数据信息化，通过

这次事件，我们业务在城市公共安全、综合治理、智慧城市平台

等方面做了业务延伸。第二方面，我们没有直接参与到线上医疗

方面，我们更多的为工商和食药监、进出口检验检疫等市场监管

主体，提供网络交易大数据监管平台、有效维护网络交易秩序。 

6.大数据汇聚融合平台的拓展情况？ 

回复：目前的大数据平台，主要是一线城市和少数省会城市，

后续应该逐步向省会和地市逐步推广，应该是逐年持续下沉的过

程，不会一蹴而就。 

7.通过检索公开招投标数据，显示税务行业新增了大数据需

求，其他行业有吗？ 

回复：除公共安全行业外，大数据信息化业务已逐步延伸到监

察委、市场监管、涉税评估和税务稽查等等的细分领域。这些行

业美亚柏科都有覆盖相关业务。 

8.公安大数据和城市公共安全这两个业务会有存在关联吗？ 

回复：城市公共安全主要包含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

社会安全和网络安全几大模块，归属于应急管理部在管理。应急

管理要依托各个细分行业来支撑。所以，公安大数据业务有利于

我们从网络安全、社会治理延伸到应急响应或者城市安全。 

9.公司 2020年业绩展望如何，此次疫情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程

度？ 

回复：目前来看整个市场情况，2020年困难还是有、但市场

环境不会再有 2018和 2019年客户组织机构调整的不利因素。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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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来看，如果 10号能复工且疫情能快速缓解的话，应该对本季

度影响有限，但如果疫情对复工的影响比较持久、可能会对一季

度也会带来较大的影响。公司往年一季度一般只占全年收入

10%-12%，一季度对全年的影响小，但具体还得看疫情的发展。 

风险提示：疫情防控可能对短期的项目交付进度，带来的不利

影响风险；取证或大数据的市场竞争加剧导致份额下降或毛利下

降的风险；公司主要行业客户是政府部门，政策的推出会较大程

度影响业务拓展节奏，存在政策推进不如预期的风险；公司业务/

收入和利润集中在下半年、特别是第 4季度，存在收入和业绩确

认较难把控和波动的风险。 

附 件 清 单

（如有） 

 

日期 2020年 2 月 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