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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关系活动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类别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南方基金
民生加银
天安财险
中金基金
国投瑞银
瑞泰人寿
瑞泰人寿
众和投资
东方基金
银华基金
深圳融捷资产
新时代证券公司
国瑞汇金
长江证券
汇智远景
世界华商促进会
长盛汇智
中山证券
远东租赁
国海证券
国海证券
齐鲁证券
齐鲁证券
信诚人寿
渤海证券
华泰证券
国金证券

霍竟春
乐瑞祺
张博
郭党钰
孙文龙
曹崴
马晟
吕磊
邱义鹏
穆森
魏虹
朱岩
霍达
刘涛
王路泰
张良
陈杰
吴超
张海忠
李响
朱芸
李振亚
方闻千
侯云哲
王洪磊
高宏博
林海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中原证券
个人
个人
个人
个人
个人
个人
个人
个人
个人
个人
个人

时间

2015 年 4 月 9 日

地点

华录集团六层会议室

唐月
胡德旺
李国辉
彭勃
徐立娟
姚海桥
常立伟
屠凤起
杨平
王耀光
何玉莲
万兴国

14:00-15:30

上市公司接待人 总裁：林拥军，副总裁、财务总监兼董秘：陈相奉，副总裁：
员姓名

闫肃
证券与投资管理部工作人员：颜芳、潘磊、李帅、王杏、吴琳、
侯然
会议交流内容纪要：

1、公司辽宁互联网交通管理平台的盈利模式是什么？如何看
待阿里、腾讯推出的城市服务功能？
（1）通过互联网交通管理平台，可以以互联网方式办理
驾驶员的培训报名、考试、驾驶证年审、车辆年审、违法罚款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等与个人相关的全业务，提高了政府办事效率，为群众提供了
服务便利。其盈利点在于数据变现，例如辽宁省有 1000 多万
驾驶员，相应的会产生 1000 多万用户的流量数据，我们通过
与保险公司、汽车厂、金融机构、4S 店、广告公司等机构进行
合作，提供定制化的服务实现数据变现；此外还有代收违法罚
款的手续费等。
（2）就我们所知，目前我国还没有全业务的互联网服务
平台。与政府系统后台的连接需要设计出自己的软件进行对

接，需要通过涉密、安全等方面的认证，目前与政府系统后台
连接的还比较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完整的软件。，我
们争取互联网交通管理平台 9 月份上线，按照公安部的要求，
实现相应的业务功能。
2、省级互联网交通管理平台投入大概是多少？在建设、运营、
用户的价值体现、数据变现方面，公司有没有相关的财务测算?
根据我们的大致测算，省级互联网交通管理平台前期的投
资大概在 500-1000 万左右，主要看省份大小，大的省份在 1000
万左右，小点的省份在 500-600 万左右，而且这部分投入只包
含购置费用，我们自主的软硬件不算在内，此外，每年会有
200 万左右的运维费用。
在数据的变现方面，互联网交通管理平台对政府和群众是
免费的，后期运营收益主要来源于一是罚款收取；二是与机构
合作，如与保险公司、银行、汽车厂、4S 店、广告公司、维
修厂等机构进行合作，公司目前正在商谈合作的商业模式。
3、互联网交通管理平台每个用户有多大的回报？如何提升用
户的活跃度、使用频率?
公司目前没有进行具体的回报测算，但互联网交通管理平
台本身的推广成本比较低，而且是具有排他性的，我们预计
1-2 年后大家都会使用此 APP。对于用户的使用频率、激活等
相关手段后续会陆续完善，目前我们要做的是先把系统搭建起
来，APP 上线，实现交管部门的需求，让大家使用起来，在此
基础上，有了流量支撑后，后期就可以叠加很多服务，除与保
险、银行等机构合作外，未来还可以与其他机构再合作，乐观
预计 2-3 年后会有几千万的用户流量。
4、除辽宁外，易华录与其他省份在谈联网交通管理平台吗？
是否其他企业也在做此项业务?
（1）其他省份也在同时谈，我们目前主要是先看辽宁的
模式、效果，再进行推广、复制，希望今年能谈下来 5 个省。

因为公司做过很多省级的智能交通项目，有些重点省份我们有
一定的客户积累，而且我们与政府有很强的对接能力，这是非
常关键的，互联网交通管理平台主要是与公安部六合一系统进
行对接，因此公安部选择合作伙伴是很慎重的。因此我们的获
取类似辽宁联网交通管理平台项目的机会会大些。
（2）辽宁项目的模式会有很多公司关注，因为上市公司
要进行公告，这个是公开的，如何大家觉得这个模式好，肯定
会有其他公司也去谈，但在我们与其他省份洽谈的过程中，还
没听说有其他公司已签订类似协议的。
5、公司在智慧城市项目框架协议落地、系统建设上线、回款
等方面的情况如何？
公司目前正在全力推进智慧城市框架的落地，如智慧临
朐，2013 年签订的协议额为 2.4 亿左右，已转成合同额的有
1.5 亿左右。对于转成合同的，其回款跟一般的工程项目类似，
都是前期企业垫付一定的资金，政府后续进行付款，从以往发
生的情况来看，都是按约定的协议进行付款，还没有出现过恶
意拖欠的情况。
6、城市运营管理中心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部分，公司在这
方面是否形成了核心竞争力？。
易华录 2013 年进入智慧城市领域，由于智慧城市的内涵
内容与智能交通有很大的差异性，因此真正的核心产品还没完
全定型，需要一个开发过程目前智慧城市方面我们主要做数据
融合平台以及上端管理的应用系统等。2013 年我们签订了智
慧临朐项目，2014 年系统搭建完成，建成了可交付的运管中
心，在此基础上，我们争取利用半年时间把核心东西做好，实
现快速复制。城市运营管理中心分软件和硬件产品搭建，我们
可以先把硬件搭建起来，软件产品进行同步开发和部署，运管
中心的建设周期为 1 年到 1 年半。由于各个城市的差异性，客
户的需求也有个稳定的过程，我们将利用 1-2 年左右的时间稳

定核心产品，实现可复制性。
7、公司目前互联网团队的搭建情况如何？
目前公司的互联网团队有 70 人左右，易华录的智慧城市
业务集团完全按照互联网的形态进行组建，管理流程和内部企
业文化也是互联网化的。
8、公司有没有考虑过用并购重组的方式更快地占领市场？有
没有明确的并购目标和计划？
公司核心的产品来自三方面，一是自研，二是外协，即委
托开发，三是在外协中进行并购。
我们有明确的并购计划，但所有的并购计划都要在再融资
完成后考虑，否则会影响再融资的进程。
9、政府对数据融合的看法和态度、目前的做法以及数据融合
后的价值如何？
数据融合首先是理念问题，政府要自上而下认识到融合的
重要性。现在来看，高层已高度认同，各委办局可能会更多考
虑到自身的利益有所阻碍，但目前仍可推进。。
关于数据融合，现在政府的做法是：1）原有系统可不动，
政府要求开放数据，按照数据融合的规划，从各个委办局的系
统中，在遵照保密法等相关规定的基础上，提取相关数据，进
行融合；2）对于新建系统，在预算资金安排上进行引导，主
要措施有要求新建的系统数据存储、计算等要与运营管中心、
数据中心的搭建统一。
数据融合合的价值在于：各个委办局的数据有很强的相关
性，目前还没发掘出来，我们要开发出基于大数据分析的软件，
发掘数据的这种价值，将其相关性展现出来，让其感觉到优势、
便利等。
10、公司对于城市运营管理中心的建设模式、数据使用方式是
怎样的？
目前我们主要通过 3 种模式进行运营中心的建设，即招投
标模式、BT 模式、PPP 模式。

我们在与政府签订的框架协议及合同中约定了在政府的授权
下共同运营数据。政府运用大数据的目的有两个：1）管理创
新，提升服务水平；2）吸引投资，减少政府投资支出。所以
这个运营中心是开放的，会有第三方使用，但即使开放给第三
方，也是基于易华录的平台，开放相应的端口，数据整合是我
们来做，因为我们的数据卡位优势做到了，最后就是利益分享
的问题。
11、年报中提到，为保障数据安全，易华录在智慧城市主体下
布局信息安全和金融支付，请谈谈这两块业务？
在智慧城市里有大量与金融支付相关的东西，如罚没款
等，我们正积极推出华录宝，目前正在申报材料，申请金融支
付牌照。未来将通过支付产生大量数据，为后期的运营打好基
础。
在信息安全方面，互联网程度越高，信息安全的漏洞越大。
政府的大量服务是通过委托企业完成的，所以政府会高度关注
信息安全。信息安全将是基于政府数据进行运营和服务的关
键，也是其他企业所遇到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未雨绸缪，布局
一体两翼的战略。信息安全是华录版智慧城市解决方案的特色
和优势，我们就是要向政府表明：我们有很强的信息安全保障
能力，这是我们在智慧城市推进中的一种竞争手段。。在信息
安全方面我们正在与中科院、保密局等相关部门洽谈合作。
12、华录集团旗下的资源状况？
华录集团去年的总资产规模达 130 多亿，净资产规模约
90 亿，现金资产 40 多亿，目前集团定位于以信息产业为基础
的新型文化产业集团，构建了制造、内容、服务三大产业板块。
制造板块下的华录松下是合资工厂，其合资合同已续签 20 年，
未来产品结构会有很大的变化。其中基于蓝光的光存储，会成
为很重要的存储方式，也将会成为智慧城市的重要存储方式。
华录旗下还有中国唱片总公司，拥有 12 万张老唱片，可纳入

智慧城市的文化服务中；航天数字传媒公司拥有数字发行牌
照，可通过卫星投递进行文化传播，这是我们独有的资源。目
前集团的资源正在整合，我们要做大做强主业。
13、易华录三大业务今年的增长预期？
2014 年我们收入 15.8 亿，其中智慧城市占 18%，智能交
通占 70%，公共安全占 12%，2015 年智慧城市的占比会加大。
我们今年的目标是挖掘内部潜力，在业务扩大的同时，费用要
与与去年持平。
14、公司有没有资产证券化的打算？在并购整合方面，是否以
华录集团旗下的企业为主进行外延？
资产证券化是企业发展的一种手段，我们正在考虑，条件
成熟就会做。云亭目前考虑以融资租赁或其他方式做，提前收
回前期投资； PPP 项目如果有明确的收益权，也可以做资产
证券化。
对于外延并购，公司主要以外部为主，特别是有体量的并
购整合一般在华录集团外找。

接待过程中，公司接待人员与投资者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与
沟通，严格按照有关制度规定，没有出现未公开重大信息泄露
等情况，同时已按深交所要求签署调研《承诺书》。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15 年 4 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