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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业绩增幅明显，四大板块齐头并进 

——飞利信（300287）中报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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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事件 

公司 8 月 24 日晚间公布中报：营业收入 82,617.04 万元，同比

增长 67.48%；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4,059.46 万元，同比增加

274.39%；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2,989.14万元，同比增加 255.47%。 

 

2．我们的分析与判断 

（一）、营收和净利润高速增长，成本和费用控制较

好，毛利率持续增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82,617.0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 67.48%,实现营业利润 13,167.4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36.83%，

主要因为公司去年新收购的子公司效益在本期得以体现，同时加大

研发投入，增加市场竞争力，严格控制管理费用。公司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4,059.46元，同比增长 274.39%，主要是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获利较多所致。公司非经常性损益主要来源于政府补

助：子公司厦门精图收到所在地财政局科技奖励资金 62.59 万元、

确认财政局科技扶持资金 860 万元；子公司上海杰东本期收到主管

税务局税收返还 131.1 万元；子公司北京飞利信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本期收到财政局试点科技奖励资金 105.6万元。 

公司营业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同比增加了 58.92%、39.97%

和 70.99%，主要系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增加，相应的成本和费用也随

之同步增加所致，其中营业成本、销售费用同比增幅低于营业收入，

管理费用虽然比营收同比增速较高，但增速差额相对不大，处在正

常区间。 

半年报毛利率为 42.46%，保持了持续增长的势头，高于 2015年

同期的 39.36%和 2014年同期的 3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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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数据 时间 2016-8-24 

A股收盘价(元)         12.36 

A股一年内最高价(元)   56.91 

A股一年内最低价(元)   10.00 

上证指数              3085.88 

市净率                3.36 

总股本（亿股）        14.35 

实际流通 A股（亿股）  7.18 

限售的流通 A股（亿股）7.17 

流通 A股市值(亿元)    8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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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大业务板块合同额完成预期目标，相关研

发项目进展迅速 

在智能会议业务板块，订单稳健增加。公司深耕政府和军队客

户，纵向拓展市县级客户，横向拓展国有大型企业客户，同时注重

拓展国际市场销售业务。报告期内，公司新布局的视频会议云已经

取得初步收益。公司研发方面的进展包括：(1)升级数字会议系统，

在流媒体总线可靠性传输、系统鲁棒性、话音音质、网络容错、时

钟抖动等方面均取得突破；(2)启动流媒体总线二代技术的成果转化

工作；(3)开发飞利信无纸化会议系统；(4)完成新一代红外同声传

译接收机的技术研发工作，目前已进入到量产阶段；(5)重新规划了

LED 显示产品线，向 LED 系统解决方案商迈出了坚实的一步；(6)启

动视频会议云项目的研发设计工作。 

在智慧城市业务中，公司总结出一套切实可行的面向民生服务、

城市治理、创新经济及低碳绿色的完整的智慧城市解决方案，以整

体方案的方式为客户提供整体信息化服务，确保了智慧城市业绩的

持续增长。研发成果主要包括：（1）智慧水务、智慧党建研发项目

进展顺利；（2）进一步完善和提升智慧城市综合解决方案服务能力；

（3）在智能化软件、消防工程相关技术方面开展研发工作；（4）优

化了自研工业加湿器产品电加热器的控制程序。 

在大数据业务板块，公司为行业客户提供数据分析服务，完善

企业和个人综合信用服务、舆情服务、精准营销服务等业务，实现

收入、利润的爆发式增长。公司的大数据项目进展包括：（1）软件

中心基本完成音视频云平台建设；（2）在光传输产品、网络可视化

产品及相关光时域反射技术和多核技术方面持续投入；（3）规划了

具有自主产权和运营权的“国信云”平台，并进行了前期开发；（4）

完成舆情网团队架构设定，完成中国舆情网页面设计并投入使用。 

在互联网教育板块，公司将机械云平台推向市场，取得高职院

校的广泛认可。公司与中关村在线教育创新中心合作研发的“新维

学习空间站”于报告期末正式推出，目前已投放市场，受到多家合

作高校和企业的高度关注。 

 

（三）、四大业务板块受国家政策和行业需求推动，

有望进一步保持增长势头 

《中国制造 2025》提出了通过“三步走”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

目标，明确了各项战略任务和重点。公司是国内智能会议上市第一

股，具备大量自主研发的智能会议产品，获得多项自主知识产权，

并且配备有完整的生产线，自 2015年开始，公司的相关产品已经开

始对外出口。公司将受益于中国制造业快速发展的大好机遇。 

新华网发布的《中国国际智慧城市发展蓝皮书(2015)》指出，

截至 2015 年 10 月底，我国已有超过 373 个试点市、县(区)纳入住

建部、科技部批复的试点名单，重点项目超过 2600 个，投资总额超

万亿人民币。在各地的十三五规划中，已将智慧城市建设作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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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之一。公司是最早一批响应国家智慧城市政策号召的企业，在

2013 年即成功签下了几个大型智慧城市建设项目。为了确保公司智

慧城市业务的市场竞争优势，公司接连收购了东蓝数码、天云科技、

精图信息、杰东控制等多家公司，整合各公司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

的优势资源。公司在智慧城市顶层设计、项目建设及项目运营等方

面均具备强势竞争力。 

国家在大力发展“互联网+”应用的同时，还成立了中央网络安

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将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战略提高到国家层

面。公司属于安全设备和系统方案提供商，所属的安全行业发展稳

定，处于行业的上升周期。公司的 100G 网络可视化解决方案和 100G

中距离光传输方案始终处于国内同行业领跑水平。通过两条产品线

并重，为最终用户提供全套解决方案，和行业内其他竞争对手相比

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目前，我国有超过 200 家高职院校建设了工业机器人实训室，

有 50%的高职院校正在实施或计划建设工业机器人实训室，市场趋势

明显，潜力巨大。2016 年初，公司确定了以“工业机器人”、“3D打

印”以及“数控加工”三大专业为核心的教育产品业务体系，并与

国内多家高校、企业开展合作，形成了一定的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

有望成为该领域的领军力量。 

3.投资建议 

营收和净利润高速增长，成本和费用控制较好，毛利率持续增加。

四大业务板块合同额完成预期目标，相关研发项目进展迅速。四大业

务板块受国家政策和行业需求推动，有望进一步保持增长势头。预计

公司 16-18年 EPS分别为 0.41 元、0.59 元和 0.75 元，首次覆盖，

予以“谨慎推荐”评级。 

4.风险提示 

业务进展不及预期；政策风险；竞争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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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标准 
银河证券行业评级体系：推荐、谨慎推荐、中性、回避 

推荐：是指未来 6－12 个月，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超越

交易所指数（或市场中主要的指数）平均回报 2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谨慎推荐：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超越交易所指数（或市

场中主要的指数）平均回报。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中性：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与交易所指数（或市场中主

要的指数）平均回报相当。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回避：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低于交易所指数（或市场中

主要的指数）平均回报 1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银河证券公司评级体系：推荐、谨慎推荐、中性、回避 

推荐：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超越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回报

2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谨慎推荐：是指未来 6－12个月，公司股价超越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

回报 10%－20%。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中性：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与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回报相

当。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回避：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低于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回报

1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沈海兵，计算机行业证券分析师。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并

注册为证券分析师，本人承诺，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清晰准

确地反映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不曾因，不因，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意见或观点而

直接或间接受到任何形式的补偿。本人承诺不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和执业过程中所掌握的信

息为自己或他人谋取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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