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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52                           证券简称：万集科技                           公告编号：2017-030 

北京万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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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公司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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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万集科技 股票代码 300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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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源 范晓倩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东路 1 号院 5 号楼 601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东路 1 号院 5 号楼 601 

电话 010-58858600 010-58858600 

电子信箱 zqb@wanji.net.cn zqb@wanji.net.cn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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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193,644.38 290,694,970.86 -22.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322,198.15 34,964,571.90 -79.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6,609,682.76 34,029,741.25 -80.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9,856,297.24 -182,714,790.15 7.0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44 -84.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44 -84.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9% 8.46% -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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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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3,673,093.30 1,091,336,524.32 -17.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24,541,749.31 743,894,551.16 -2.6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9,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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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翟军 境内自然人 52.64% 56,170,720 56,170,720 质押 44,014,399 

崔学军 境内自然人 6.07% 6,478,800 6,478,800   

北京银汉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9% 3,935,520 3,935,520   

田林岩 境内自然人 3.03% 3,228,480 3,228,480   

北京银汉兴业创

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1% 2,361,280 2,361,280   

上海承树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8% 1,574,160 1,574,160   

朱伟轩 境内自然人 1.26% 1,345,440 1,345,440 质押 370,000 

刘会喜 境内自然人 1.26% 1,345,440 1,345,440 质押 810,000 

李少林 境内自然人 0.97% 1,029,680 1,029,680 质押 56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景

顺长城中小板创

业板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7% 393,928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银汉创业和银汉兴业是两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均为中关村兴业（中

关村兴业在银汉创业与银汉兴业各自的投资决策委员会中推选成员占成员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中关村兴业的法定代表人董建邦是银汉兴业执行事务合伙人源德汇金的最

大出资人和普通合伙人。因此，银汉创业与银汉兴业存在关联关系；其余发起人股东之

间没有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不适用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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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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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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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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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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2,419.3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2.88%；利润总额616.74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84.97%；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32.2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79.06%。 

动态称重业务保持良好的状态，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15.95%，毛利率提升10.16%。激光检测业务保持高速增长，营业

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113.67%，毛利率也进一步提高。ETC业务与公司年初的预期偏差较大，营业收入较同期下降超过50%，

原因是受到行业增速放缓，部分区域招标时间不及预期，且单价有所下降所致，但产品毛利率基本保持稳定。 

报告期内，公司抓住上市平台的品牌影响力，继续加大市场推广力度，不断提高研发投入水平，但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的上

升较大程度影响了公司的净利润。 

1、技术开发与创新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提高专用短程通信、动态称重、激光检测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加大产品多元化，侧

重招标型产品和预研型产品。 

公司高度重视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的保护，以不断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拥有298项授权专利，其中39

项发明专利、248项实用新型专利、11项外观设计专利，共有98项软件著作权。 

（1）ETC方面 

在原有蓝牙功能的电子标签基础上，“极E充”蓝牙充值设备能够借助手机随时联网充值、远程激活，集合OBU功能的防炫目

后视镜、行车记录仪、胎压监测仪和能够隐藏于中控台的前装OBU产品，为车主提供了更为多元的选择。 

为解决高速公路多义性路径识别问题，公司推出了基于5.8GHz专用短程通信技术的多义性路径识别系统，当车辆经过多义

路径识别站点时，将路径识别信息写入OBU或者5.8G复合通行卡中，实现了按实际路径收费和费用的精确拆分，减少通行

费的漏征。 

公司将激光式车辆检测系统引入ETC车道收费系统，在车辆正常通行状态下通过激光扫描技术，精确获取车辆的长度、高度

和车头位置，识别跟车运动状态和轨迹等，从而判断出车辆的实际车型信息，发送至ETC后台进行防作弊核对，解决了车型

不符、一车多签、跟车闯站、前车闯站和倒车套卡等作弊问题。 

（2）动态称重方面 

公司的计重收费、超限检测、超限超载非现场执法系统，以及治超综合管理平台和智能大数据分析平台，产品覆盖高速公路

计重收费、公路超限超载治理、道路桥梁保护、道路安全执法、物流运输等应用领域。 

公司依托在称重领域的研究成果，推出了采用双系统构架的智能化称重仪表，设备通过对车辆数据的记录和行为的监控，对

特征参数的逻辑分析可以准确判断车辆行驶状态和作弊行为。在传感器发生故障时，设备还能自行检测和修复，保证数据库

的持续更新，减小维护成本。产品的软件兼容性可直接与秤台、联体称、整车、轴组秤组合使用，是较为智能的新一代动态

称重系统技术。 

（3）激光检测方面 

公司的激光传感器被广泛应用于交通流量调查、车型检测、轮廓识别等领域，而单线激光雷达以及3D激光雷达产品应用进

一步拓展到智能工业车辆、智能仓储、智能制造等领域。 

公司自主研发的扫描式激光传感器，实现机动车自动分型、流量统计、断点车速检测等功能，满足公路交通流量的调查工作。

车辆检测器系统能够获取车辆的三维轮廓，提高检测精度和抗干扰能力。服务区车辆检测系统对出入服务区的车辆进行车型

识别、记录，对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合理规划和运营管理提供大数据分析。轮廓尺寸检测系统近距离测距精度高、体积小、结

构设计集成度高，适合高速预检及低速精检的车辆外廓长宽高的检测。出入口车型分类系统可应用于自动发卡机车道、ETC

车道等方面，减少换卡作弊行为，减少车辆停滞车道时间。机动车外廓尺寸测量系统可获取三维轴距、轮距、前后悬距等，

提高汽车检测效率和检测精度。 

2、市场开拓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一方面继续完善遍布全国的营销网络体系，另一方面深入了解客户需求，在现有客户群中挖掘新的业务市场，

寻找新的增长点，拓展市场的广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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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招投标层面，公司凭借自身实力积极参与各大业主的集中采购、公开招投标活动，并取得一系列进展。在专用短程通信方

面，公司的ETC电子标签、路侧单元、手持发行器、台式发行器在山东、河北、江苏、辽宁、河南、四川等20余个省市中标

或持续供货；在动态称重设备方面，公司的联体称、轴组称、整车、非现场执法系统在天津、吉林、辽宁、湖北、福建、云

南、四川、山东、浙江等多地中标；激光检测方面，公司的激光交调在陕西、云南、浙江、河南、广东等多地中标。市场覆

盖面继续保持行业领先地位。 

为推广公司的品牌形象，扩大公司品牌的深度和广度，公司积极参加有影响力的展会，增强自身市场竞争力。报告期内，公

司积极参加中国高速公路信息化研讨会及世界交通运输大会，展示发布了包括三代RSU、V2X车载单元、360°激光雷达、3D

激光雷达、智能化称重仪表、激光轮轴识别器、治超综合管理平台、大数据分析平台等在内的多款领先产品。 

3、主要项目研发进展情况 

公司正在开展车载3D激光雷达技术和相关产品的研发，已经完成了光、机、电系统和局部视场与全视场整机结构等关键技

术攻关，目前项目处于工程样机设计与测试阶段，车载激光雷达主要应用于自动驾驶和无人驾驶，是未来智能车辆感知技术

重要的组成部分。 

V2X通信技术和应用技术是未来智慧交通系统、智能网联汽车的重要基础性技术，是实现高级车路协同、车辆互联、高级辅

助驾驶和自动驾驶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公司正在投入研发力量对V2X关键技术进行研究与试验，包括基于DSRC技术和基

于LTE-V技术的软硬件平台研发与测试、多项场景应用开发，并与国内主要研究机构、示范区建立了广泛和深入合作。 

公司正在开发基于RFID技术的汽车电子标识产品和设备，目前已经完成了关键技术攻关、软硬件设计与样机测试，正在按

照行业规范与技术要求进行产品优化设计和行业应用开发工作。 

4、资本运作与产业整合 

公司坚持“内生+外延”并举发展战略不断完善产业链布局，加强公司核心竞争力，秉承“要技术、要通路、要环境”的三要原

则寻找优良标的，充分发挥上市公司的整合优势，利用在智能交通领域长期积累的实践经验、竞争优势与客户资源，进一步

加强同智能交通软件公司的合作，实现公司多元化发展的战略目标。 

报告期内，公司出资2,100.672万元对外投资山东易构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构软件”），持有其12.16%的股权。

易构软件是一家以公路交通、城市交通、轨道交通、民用航空等领域智能交通软件的设计、研发、技术服务及销售为主的高

新技术企业，依托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为客户提供全面的智能交通系统解决方案，拥有较强核心竞争力。公司参股易

构软件后，将进一步提高在智能交通软件及系统解决方案领域的综合能力。依托双方各自在软硬件、专用短程通信等方面拥

有的技术、研发与生产制造优势，共建软硬件研发平台，提升系统集成能力，推进双方在智能交通领域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升

级，强强联合，最终实现协同发展。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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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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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法定代表人：翟军 

北京万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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