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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90                           证券简称：盛视科技                           公告编号：2020-025 

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盛视科技 股票代码 00299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秦操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天安社区泰然十路

天安创新科技广场二期东座 1601、1605 
 

电话 0755-83849249  

电子信箱 investor@maxvision.com.cn  

（二）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38,069,510.07 355,635,649.66 23.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5,432,286.03 98,754,294.63 16.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10,107,824.44 95,194,911.40 15.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2,000,188.91 -70,086,950.75 -131.1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6 1.04 11.5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16 1.04 11.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49% 21.39% -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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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228,442,070.68 1,253,269,047.37 77.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77,576,482.65 625,323,877.52 184.26% 

（三）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8,98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瞿磊 境内自然人 64.24% 81,100,000 81,100,000   

深圳市智能人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78% 7,295,000 7,295,000   

深圳市云智慧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98% 6,285,000 6,285,000   

檀丽艳 境内自然人 0.49% 614,400    

李长强 境内自然人 0.19% 237,318    

葛伟荣 境内自然人 0.18% 230,610    

夏国强 境内自然人 0.13% 167,400    

陈振丰 境内自然人 0.13% 160,720    

蒋国芳 境内自然人 0.12% 154,296    

曾传坤 境内自然人 0.12% 151,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深圳市智能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深圳市云智慧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为公司员工持股平台，与瞿磊存在一致行动关系，瞿磊分别持有其 44.89%和

8.59%的合伙份额，为其实际控制人；除上述关系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股东葛伟荣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30,61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30,610 股； 

股东夏国强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5,800 股，通过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61,6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67,400 股； 

股东陈振丰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通过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60,72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60,720 股； 

股东蒋国芳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54,296 股，实际合计持有 154,296 股。 

（四）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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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六）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一）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和全体员工在董事会领导下，围绕公司战略目标，持续推进智慧口岸业务布局，提高市场占有率，

并集中公司资源，进一步拓展智能交通、智慧机场等业务，实现新的突破，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有效推动公

司上半年的业绩增长。同时，疫情期间，为外防输入、内防扩散，公司勇于承担作为智慧口岸领域专业研发企业的社会责任，

迅速响应，率先推出旅客健康申报核验系统、驾驶员智慧验放系统、AI测温等防疫抗疫产品，保障国门安全。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806.95万元，同比增长23.1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543.23万元，同比增长16.89%。报告

期内，公司各项业务进展情况如下： 

1.智慧口岸业务持续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立足口岸市场，研发和推广了一系列新的自主产品及系统，并持续对智慧口岸业务领域产品的性能和软

件系统进行优化升级，不断推进智慧口岸智能产品和智慧系统的标准化、规模化，业务规模持续增长。报告期内，公司智慧

口岸业务实现营业收入41,458.42万元，同比增长17.71%。 

（1）奋力赶工，加快推进在手订单交付 

2020年第一季度，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客户部分项目的进度延期。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公司第二季度奋力赶工，

按照客户要求完成项目进度。报告期内，粤港澳大湾区重点项目中，横琴口岸、莲塘口岸、九洲港口岸等项目加快推进。值

得一提的是，深圳莲塘口岸作为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后粤港澳地区首个新建的口岸，也是深圳作为社

会主义先行示范区，首次使用车辆“一站式”通关模式。 

2020年6月，青岛胶东国际机场航站楼通过验收，标志着项目全面竣工，预计将于近期实现运营。青岛胶东国际机场是

公司智慧口岸整体解决方案的又一重点项目，标志着公司智慧口岸建设的水平再上新台阶。 

（2）新项目承接有序进行，进一步巩固市场地位 

2020年1月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凭借良好的声誉以及品牌知名度，承接的主要项目包括四川泸州机场口岸、新疆伊宁

机场口岸、黑龙江黑河口岸、四川九寨沟黄龙机场口岸、山东济南机场北指廊改造、湖南长沙机场口岸升级等，进一步巩固

了公司在智慧口岸领域领先的市场地位。此外，受疫情影响，部分客户的项目延期采购，公司将与客户保持沟通，积极参与

相关项目，加大市场拓展力度。 

（3）积极开拓，智慧机场业务取得新突破 

报告期内，基于在智慧口岸的技术积累和核心技术的延伸应用，公司开发出满足机场多个场景使用需求的产品和系统，

并取得了一些突破，为公司智慧机场领域的战略布局和市场开拓奠定坚实基础。 

①自助安检项目 

公司自主研发的自助安检系统系全国首创，该系统采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尾随判断报警，不仅降低了安检人员的工作压

力，还极大地提高了机场安检管控的安全性。该系统的获批使用，标志着公司再一次成功将智慧口岸建设的优势“移植”到

智慧机场。公司自助安检系统继在虹桥机场全国首家获批使用后，于2020年7月在昆明长水机场再次投入使用。昆明长水机

场是西南地区第一家、全国第五家自助安检项目经民航局批复的机场，也是目前中国民航机场自助安检系统建设规模最大的

机场。 

②中转过境系统项目 

公司创新研发的过境旅客国际中转通道系统于2020年初在首都机场T3航站楼正式投入使用，该系统满足了国际中转旅

客、机组快速中转的需要，既提高了国际中转效率，又促进了机场建设，受到过境旅客、航空公司和机场管理部门的普遍欢

迎。继在北京首都机场成功应用之后，公司于今年6月又承接了上海浦东国际机场T2中转过境系统项目，进一步扩大了系统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2%A4%E6%B8%AF%E6%BE%B3%E5%A4%A7%E6%B9%BE%E5%8C%BA%E5%8F%91%E5%B1%95%E8%A7%84%E5%88%92%E7%BA%B2%E8%A6%81/22359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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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范围。 

③香港机场旅客查验通道项目 

公司承建的香港机场中转区域旅客查验通道项目于今年上半年分批安装并陆续投入使用。公司凭借在香港机场安检通

道、安检查验台的成功建设经验，拓展了香港机场自助登机通道、机场员工通道等项目。 

此外，公司首创的箱体、人脸智能分析系统，解决了海关多年来旅客和行李绑定的难题，并持续向全国口岸推广。报告

期内，该系统再次在四川、云南、山东、新疆等地机场应用。 

（4）紧密跟踪客户需求，助力防疫抗疫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期间，公司充分发挥技术优势，研发了旅客健康申报核验系统、驾驶员智慧验放系统、AI测温等产品，

实现健康信息自助核验、自助测温、自动预警拦截，快速隔离拦截疫情旅客，避免人员之间交叉感染，并成功应用于部分口

岸现场，有效缓解了海关工作人员压力，保障国门安全，为防疫抗疫贡献自己的力量。公司的防疫抗疫工作获得了相关政府

部门的认可：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将公司列为第一批支撑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复课的数字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企业，深圳

市福田区认定公司为防疫抗疫产品研发生产企业。随着疫情的逐步缓解，全国口岸陆续开放，防疫将进入常态化阶段，公司

相关防疫抗疫产品有望实现规模化销售。 

国外环境复杂多变，口岸管理需要不断变化和升级。公司将紧密跟踪客户需求，充分发挥公司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

联网等领域的技术优势，适时推出满足口岸多样化管理需求的创新产品，不断提升口岸管理水平。 

2.与华为深度合作，智能交通业务快速推进 

在智能交通领域，公司结合自身行业经验及技术积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推出了新一代AI测速仪、AI相机、AI终端

等多款AI新产品，打造全场景解决方案。经过近几年的积累，公司智能交通业务竞争力不断增强。公司荣获深圳市智能交

通行业协会2019-2020年度中国智能交通技术创新奖（多功能综合执法仪），并被协会评为2019年第八届中国智能交通三十

强企业。  

2019年，在取消全国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项目中，公司与华为合作助力四川省和江苏省系统建设，为取消省界收费实现

并网提供技术支撑。2019年10月29日，秉着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理念，公司与华为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在智能交通、智

慧机场等领域继续开展深度合作。截至本报告披露日，相关产品已陆续在辽宁、甘肃、陕西、河北、河南、江苏、山东、江

西、安徽、广东等地的公安交警项目中安装使用。近期，公司再次与华为合作的北京二环路内核心区域智慧电子警察项目成

功签约，助力北京智慧交通建设。 

3.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坚持自主研发，成果丰硕 

发展过程中，公司高度重视自主创新，秉持“客户没想到的，我们要想到；客户想到的，我们要做到”的研发理念，持

续加大对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的研发投入，不断推陈出新、迭代升级、丰富产品线，实现公司多项产品技术突

破。2020年1-6月，公司各项知识产权取得丰硕成果，其中获得授权专利120项，软件著作权79项；截至2020年6月底，公司

合计获得授权专利185项，软件著作权252项。 

在口岸产品和解决方案研发方向，公司研发并已落地应用的全自动智能施封系统、手提行李智能查验系统、自助健康申

报核验系统等产品，实现了机器替代人工、智能辅助监管的目标。2020年6月，公司“智慧口岸查验防控系统关键技术研发

及产业化”项目通过了科技部授权机构的科技成果评价。专家组一致认为该项目总体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其中口岸视频

防尾随检测和集装箱检测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在智能交通产品方向，公司承接华为业务，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积极响应相关智慧交通项目系统需求，通过了华为产

品质量标准及安全红线要求，进一步完善了公司质量控制体系。 

在基础技术研发方向，公司首次参加声学场景识别与事件检测国际行业顶级赛事，与腾讯多媒体实验室、英特尔、韩国

电信研究院等世界知名企业、研究机构，以及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电子科技大学、韩国首尔大学等国内外顶尖高校同

台竞技，在参加人数最多、竞争最激烈的Task 1a“跨设备声学场景分类”任务中，公司取得了团队排名国内第二、国际第

四的佳绩，展现了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研发水平。     

2020年4月，公司参与编制的团体标准《人体测温出入口控制系统技术规范》顺利发布，此外，公司还获邀参与了4项行

业标准的编制（待发布），公司在行业内的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二）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详见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附注“五、30、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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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瞿磊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简介
	（二）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三）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四）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五）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六）公司债券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一）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二）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