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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泰科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一）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

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

的年度报告全文。 

（二）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监事会及其监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

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三）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四）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2016年度财务报告出具

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五）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王涛 

电话 010-82349565 

传真 010-82349566 

电子邮箱 wangt@hitarget.cn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甲 28 号科实大厦 A 座 805 室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16年（末） 2015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总资产 15,644,308.76 13,978,133.66 11.9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304,606.83 5956830.02 106.56 

营业收入 24,946,188.40 28,822,188.35 -13.4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47,776.81 3,490,853.64 -6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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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095,877.40 3,490,858.39 -68.61 

经营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4,925,492.21 2,030,571.98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48 82.89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1.75 -93.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1.75 -93.1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股） 
1.12 2.98 -62.42 

 

（二）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期末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无限售条

件股份 

1.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100,000 55.00 - - 

2.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900,000 45.00 - - 

3. 核心员工 - - - - 

4. 其他 - - - - 

无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2,000,000 100.00 - - 

有限售条

件股份 

1.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 - 4,818,000 43.80 

2.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 3,018,400 27.44 

3. 核心员工 - - - - 

4. 其他 - - 3,163,600 28.76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 - 11,000,000 100.00 

总股本 2,000,000 100.00 11,000,000 100.00 

股东总数 5 6 

 

（三）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期初 

持股数 
持股变动 

期末 

持股数 

期末持股

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

无限售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

结股份数 

1 吴卫东 境内自然人 1,000,000 3,380,200 4,380,200 39.82 4,380,200 0 0 

2 嘉兴华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 3,163,600 3,163,600 28.76 3,163,6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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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傅剑辉 境内自然人 400,000 914,500 1,314,500 11.95 1,314,500 0 0 

4 董伟民 境内自然人 400,000 914,500 1,314,500 11.95 1,314,500 0 0 

5 吴卫红 境内自然人 100,000 337,800 437,800 3.98 437,800 0 0 

6 徐刚 境内自然人 100,000 289,400 389,400 3.54 389,400 0 0 

合计 - 2,000,000 9,000,000 11,000,000 100.00 11,000,000 0 0 

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1、吴卫东与吴卫红系兄妹关系； 

2、吴卫东系嘉兴华捷执行事务合伙人。 

除此之外，公司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四）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报告期末，公司股东吴卫东直接持有公司39.82%的股份，吴卫红直接持有公

司3.98%的股份。嘉兴华捷直接持有公司28.76%的股份，吴卫东是嘉兴华捷的执

行事务合伙人。吴卫东直接持有嘉兴华捷66.15%的股份，吴卫红直接持有嘉兴华

捷4.62%的股份。股份公司成立后，吴卫东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吴卫

红担任公司董事兼资产管理总监。吴卫东与吴卫红系兄妹关系，并且二人于2016

年5月1日共同签订了《一致行动人协议》，吴卫东和吴卫红二人能够通过其所持

公司的股份、所任职务对公司的发展战略、经营方针及决策、管理层人员的任免、

日常经营活动等方面进行控制并产生实质影响。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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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报告期内的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华泰信息所处行业健康有序平稳发展，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

管理团队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经营目标，强化内部管理，加强研发创新，提高员

工技术专业水平，完善和拓展市场渠道，有效把控风险，合理进行资源配置，有

步骤有规划的拓展业务市场。 

 报告期内，行业法律法规和行业管理体系未发生重大变化，对公司经营未产

生重大影响。报告期内，公司的核心团队、供应商和客户群体、销售模式、成本

结构、收入模式等要素均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发展稳健。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4,946,188.40元，实现净利润1,047,776.81元，取得了良好

的经营业绩。 

1、 公司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为 15,644,308.76 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1,666,175.10

元，增幅为 11.92%，主要原因是应收账款大幅增加  6,625,430.66 元，增幅

148.45%，其中公司在 2016 年与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本期的销售收入

5,910,006.67 元，大部分货款未到结算期；负债总额 3,339,701.93 元，较去年同

期减少 4,681,601.71 元，降幅为 58.36%，主要原因是应付账款减少 2,747,610.25

元，公司在 2016 年对上游供应商结算货款的期限已到，大部分已结清，2015 年

的大部分应付账款在 2016 年也已结清；净资产为 12,304,606.83 元，较去年同期

增加6,347,776.81元，增幅为 106.56%，主要原因是股东投入资本增加 5,300,000.00

元和本期净利润 1,047,776.81 元未进行分配。 

2、 公司经营成果  

2016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4,946,188.40 元，较去年同期减少 3,875,999.95

元，降幅为 13.45%。主要原因是受传统高清视频监控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影响，

高清视频监控产品的销售收入 2016 年度较 2015 年度减少 17,938,353.73 元，降

幅 67.14%；智能动态人像卡口系统销售收入 2016 年度较 2015 年度增加

3,457,592.32 元，增幅 47.05%；一体化指挥调度系统为公司 2016 年新增产品，

销售收入为 11,254,555.72 元，是公司为适应市场需求开拓的新产品市场，以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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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化技术服务为主，与北京国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雅信泓泰（北京）科技有限

公司等新增客户签订了重大销售合同，总体上受高清视频监控产品销售收入降幅

较大影响，公司虽在人像卡口和一体化指挥调度系统等产品销售收入上有较大增

长，但本期收入较去年同期还是有所减少。 

2016 年公司营业成本为 18,584,658.92 元，较去年同期减少 3,027,680.11 元，

降幅 14.01%。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入减少，毛利率基本与上期持平，相应成本减

少。    

2016 年公司净利润为 1,047,776.81 元，较去年同期减少 2,443,076.83 元，降

幅 69.99%。主要原因是 2016 年因受市场开拓、公司人员增加、职工薪酬增加及

新三板挂牌产生的中介费用导致相关费用增加等因素影响所致。 

其中，2016 年度公司管理费用为 3,871,231.08 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1,970,877.79 元，增幅 103.71%，主要原因是 2016 年度公司申请新三板挂牌支付

中介服务费 1,350,895.77 元，2016 年管理部门人员增加 3 人并且公司管理人员薪

酬均有增加，从而使职工薪酬增加 425,938.24 元所致； 

2016 年度公司销售费用为 816,049.28 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354,625.34 元，

增幅 76.85%，主要原因是 2016 年销售部门人员增加 2 人，其中 1 名销售总监，

1 名销售经理，职工薪酬增加 178,944.99 元和运输费增加 104,602.37 元。 

3、 现金流量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为-4,925,492.21 元，主要原因是现

金流入减少，应收账款大幅增加了 6,625,430.66 元，增幅 148.45%，其中公司在

2016 年与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在本期的销售收入 5,910,006.67 元，大部分货款

未到结算期。同时现金流出增加，因本年度支付的各项税费增加 2,331,442.88 元，

主要原因一是申报挂牌材料前，财务核算不规范，补缴未开票收入增值税及附加

税；二是本期材料采购较少，进项税较少。以上两个原因导致增值税及附加税金、

企业所得税增加较多。本年度职工增加 6 人，且薪酬普遍上调，支付给职工的现

金增加 1,351,345.40 元，因新三板挂牌支付中介服务费，使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增加 1,293,321.62 元。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9,508.55 元，较去年同期

减少 121,054.13 元。主要原因是 2015 年购置办公家具和电子设备等固定资产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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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150,562.68 元，2016 年只购置电子设备支出 29,508.55 元。 

报告期内，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2016 年新增股东投入资金

5,300,000.00 元。 

（二）公司未来发展规划 

公司专注于智能化视频产品的深度开发与推广应用。2015年以来，国务院相

继发布多部文件鼓励支持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计算机视觉作为基础技术应用，

与人工智能各细分领域的发展都息息相关。在视频安防领域，国家出台文件加大

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加强建设智慧城市，计算机视觉作为主要技术手段将发挥重

要作用，这代表着人工智能、图像识别、人脸和车辆识别迎来巨大市场。为此，

公司全面理解并响应国家发展战略，加大智能化视频应用核心技术研发的投入，

加大图像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算法，精准有效的对视频中的人、车、物进行结构

化的处理和分析。 

为了配合公司未来的经营发展战略，公司计划在3-5年内加大投入核心研发

和解决方案设计，努力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加强从算法层面解决视频类算法的技术应用层问题，包括图像采集、图

像处理、图像结构化、图像智能识别、图像大数据,加大动态人脸识别算法研发

的投入力度，加大视频深度学习算法的研发。 

2、加大GPU计算加速平台开发 

在计算机视觉领域，图像和视频算法作为数据密集型问题，需要大量的矩阵

计算。公司研发基于GPU+CPU混合计算加速平台，结合人脸识别算法，车型识

别算法，人车结构化算法，依托分布式计算、虚拟化计算等技术，深度挖掘过图

片中有价值人、车辆、物体、事件中结构化信息。  

3、稳步推进智能动态人像卡口系统和智能高清多媒体录播系统在公安、国

安、边防、医疗文教领域的应用，加大软、硬件一体技术解决方案的研发与设计，

通过公司为客户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和相关软硬件服务，从而更加个性化的满足

客户需求。公司加快智能硬件的开发，在智能硬件上移植嵌入算法软件，实现更

快速、更高精度地数据处理。从市场和客户角度要加大营销力度，力争在公共安

全领域占有较高的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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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一）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二）本年度内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三）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未发生变化。 

（四）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大华审字

[2017]000629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北京华泰科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3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