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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雪亮工程建设高峰 
 

 “雪亮工程”的前世今生：雪亮工程第一次提出是在 2015 年 9 月。2016 年 6

月，国家公布了全国第一批 48 个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工作示范

城市。这些试点城市除了二三线城市外，还有 1/3 的是省会城市或直辖市。

这些城市除了获得部分的中央财政资金补贴外，大多数城市的本地财政支持

也在计划中。目前多批中央发布的电子政务专项将部分地区的雪亮工程项目

列入中央预算投资计划，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项目的资金充足，同时也调

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雪亮工程与其他安防工程的差别：“雪亮工程”与“平安城市”所采用的基础技

术和产品、技术架构是高度一致的，核心区别有四点：1、业务逻辑从作战

向服务转变；2、面对的用户群体从专业的公安人员向普通的平民百姓转变；

3、技术上的组网方式有差异，平安城市是用的公安的视频专网，雪亮工程

一般是用民用网络；4、建设机构不一样，平安城市面向的是公安，雪亮工

程很多时候是综治委牵头，公安局落地。此外天网工程与金盾工程优势是侧

重于打击、破案等专业化警务工作，劣势是建设投入与运营的高成本，不能

实现全区域覆盖。雪亮工程解决了这一问题。 

 

 雪亮工程社会意义显著。我们通过产业调研四川省雪亮工程主要承建方创意

信息当地项目实际成效，可以看到通过雪亮工程的建设，切实的增强了预计

预防，打击犯罪、整体防控、基础防控和破解社会管理难题的能力：1 雪亮

工程优化资源，提升治安管理，有效解决偷盗等治安问题；3、雪亮工程成

功预警自然灾害；4、雪亮工程帮扶人民群众解决社实际困难；5、雪亮工程

充分减轻了基层工作人员的压力。 

 

 “雪亮工程”已出现加速向上拐点，取代“平安城市”成为安防市场主要驱动

力。“雪亮工程”在采招网上公开的中标项目总额在 2017 年由第一季度的 3

亿增长到了第四季度的 43 亿，四季度同比增速达到 220%。2016 年全年公

开中标项目总额仅为 2 亿，2017 年达到 66 亿，是 2016 年的 33 倍。为了实

现力争到2020年实现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全域覆盖、全网共享、

全时可用、全程可控”的目标，接下来无论是省会城市、还是边远地区，无

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都有望在未来两年内大力建设平安城市、

雪亮工程等视频监控项目。 

 

 投资建议：“雪亮工程”是安防行业继平安城市后又一历史性机遇，预计从

2018 年开始进入项目建设的高峰期，行业中拥有丰富产品线以及能够提供

综合解决方案的企业优势明显，重点推荐海康威视、大华股份和千方科技，

此外建议关注东方网力、苏州科达、佳都科技、创意信息、高新兴等具有产

品差异化优势或区域市场优势的企业。 

 

 风险提示：项目建设不及预期；价格竞争激烈，盈利能力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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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什么是雪亮工程？ 

1.1. 雪亮工程的“前世今生” 
 

“雪亮”取自“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以县、乡、村三级综治中心为指挥平台、以综治信息

化为支撑、以网格化管理为基础、以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应用为重点的“群众性治安防控

工程”。在乡村主要道路口、人群聚集地建设高清摄像头，是以固定视频监控、移动视频采

集、视频联网入户、联动报警系统为基础，以县、乡镇、村三级监控平台为主体的信息服务

项目。利用农村现有电视网络，将公共安全视频监控信息接入农户家庭数字电视终端，发动

群众、依靠群众、专群结合，通过实时监控、一键报警、分级处置、综合应用，实现农村地

区社会治安防控和群防群治工作无缝覆盖。 

 

图 1：雪亮工程的“前世今生” 

 
数据来源：政府官网，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雪亮工程第一次提出是在 2015 年 9 月。2016 年 6 月，国家公布了全国第一批 48 个公共安全

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工作示范城市。这些试点城市除了二三线城市外，还有 1/3 的是省会

城市或直辖市。这些城市除了获得部分的中央财政资金补贴外，大多数城市的本地财政支持

也在计划中。如银川和吴忠市共获得 5600 万元中央财政，银川市项目总投资 100000 万元，

吴忠市总投资 30000 万元；平凉市获得中央财政资金 2800 万元，项目总投资 14560 万元；

太原市获得中央财政资金 2800 万元，项目总投资为 15753 万元；乌海市获得中央财政资金

1700 万元，项目投资 32538 万元。 

 

目前多批中央发布的电子政务专项将部分地区的雪亮工程项目列入中央预算投资计划，这在

一定程度上保障了项目资金充足，同时也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为了实现力争到 2020

年实现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的目标，

接下来无论是省会城市、还是边远地区，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都有望在未来

两年内大力建设平安城市、雪亮工程等视频监控相关项目。 

 

1.2. 雪亮工程与其他政府安防工程的差别 
 

平安城市“以战为主”，强调的是视频监控、指挥作战的功能。“雪亮工程”更倾向于服务的功

能，本质上是一个民生工程，每个人都有一双“雪亮的眼睛”，通过技术和制度的手段去发动

群众，让大家都参与到群防群治的大体系里面来。视频的各种创新应用将在“雪亮工程”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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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充分体现。事实上，“雪亮工程”与“平安城市”所采用的基础技术和产品、技术架构是高度

一致的，核心区别有四点： 
 

1、 业务逻辑从作战向服务转变； 
 

2、 面对的用户群体从专业的公安人员向普通的平民百姓转变； 
 

3、 技术上的组网方式有差异，平安城市是用的公安的视频专网，雪亮工程一般是用民用网

 络； 
 

4、建设机构不一样，平安城市面向的是公安，雪亮工程很多时候是综治委牵头，公安局落 

 地。 
 

天网工程与金盾工程优势是侧重于打击、破案等专业化警务工作，劣势是建设投入与运营的

高成本，不能实现全区域覆盖。雪亮工程解决了这一问题，包含两大优势：1、实现家家都

是监控点，户户都是治安员的群防群控体系；2、弥补“天网、金盾”工程的治安死角，是公

共安全向基层和服务群众的延伸 

 

图 2：雪亮工程与平安城市、天网工程的差别 

 
数据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1.3. 雪亮工程的社会价值和意义 

 

我们通过产业调研四川省雪亮工程主要承建方创意信息当地项目实际成效，可以看到通过雪

亮工程的建设，切实的增强了预计预防，打击犯罪、整体防控、基础防控和破解社会管理难

题的能力： 
 

1、 雪亮工程优化资源，提升治安管理。雪亮工程把某区学校、小区等公共场所及社区网络

化等资源进行整合，实现村、镇、区三级综治平台可看、可查、可接警，并将雪亮视频

资源与当地派出所共享，优化社会资源，增点扩面、联网融合，避免重复建设。在城乡

结合部，流动人口众多，治安管理困难，通过授权居民在自家机顶盒和手机 APP 上查看

附近点位视频，发现问题及时报警，成功破获多起治安案件，提高了案件预警、处置和

侦破效率，进一步提升群众参与的积极性。正是因为雪亮的护航，当地在 2017 年底解决

了过去信息不对称、巡逻防范人员不够、技术预防措施不足等多种老大难的问题，人民

群众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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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雪亮工程有效解决偷盗等治安问题。某地连续发生多起摩托车被盗案件，作案手段及时

间十分相似。侦查民警通过对接入的雪亮视频分析研判，锁定了嫌疑人的外貌特征及作

案过程，在嫌疑人的活动区域定点布控，成功抓捕并追回被盗车辆。与之类似，某地发

生多起耕牛被盗案件，经分析嫌疑人利用车辆作案。通过人脸识别、车牌识别智能应用

对村、镇附近雪亮点位视频进行智能筛选，大大节约了断案时间，迅速、准确掌握了嫌

疑人的作案规律并成功抓捕，有效保护了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雪亮工程的效果也深受

当地村民的称赞。 
 

3、 雪亮工程成功预警自然灾害。在某村的偏远河道，工作人员查看附近点位视频时，发现

近期河水上涨异常，便通知相关部门，及时预防了洪涝灾害。 
 

4、 雪亮工程帮扶人民群众解决社实际困难。在某镇，工作人员通过雪亮客户端，发现一个

约四五岁小男孩独自在广场徘徊，十分无助。根据电子地图上网格员实时定位信息，工

作人员立即通知附近的网格员到现场问询，得知是小孩与父母走失，并帮助孩子回到父

母身边。 
 

5、 雪亮工程充分减轻了基层工作人员的压力。自从工作人员利用雪亮工程中的 IP 音柱播放

禁烧宣传的录音，加上雪亮 APP 上的政策发布，有效减少了巡逻车的出勤次数，节省社

会资源。 

 

图 3：雪亮工程的社会价值和意义 

 

数据来源：各地方政府官网，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2. 雪亮工程的主要架构和典型案例 

 

“雪亮工程”被视为“天网工程”向农村的延伸和深化，运用信息技术防控农村地区的安全。主

要架构分为前端和后端，前端的感知监控系统提取和分析静止或活动的物体与人物的主要特

征，后端对数据分析，对不同情况进行应对，例如追踪和警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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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雪亮”工程系统架构 

 
数据来源：安防知识网，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根据 2017 年 11 月份，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发布《朝阳区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

示范工程（雪亮工程）》招标公告中可以看到，一个典型的雪亮工程项目由总集成服务及应

用平台和网络安全工程联网项目、共享平台及图像云平台建设项目、雪亮工程图像采集及综

治视联网平台建设项目、监理服务项目构成。 

 

图 5：典型雪亮工程项目的构成（单位：万元） 

 
数据来源：北京市朝阳区公开招标文件，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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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各地区典型雪亮工程项目进展数据 

地区 典型项目进展 

四川 截至 2017 年 12 月底，四川省已完成 14087 个村的“雪亮工程”建设，新建监控探头 41695 个。 

贵州 截至 2017 年底，贵州全省 88 个县(市、区)的 2800 个行政村启动乡村“雪亮工程”建设，增加农村地区视频监控

2160 路。截至目前，全省共有 7 个市(州)45 个县(市、区)的综治中心已建成“雪亮工程”监控平台，联网共享视频

监控 285257 路，其中省级平台联网共享公安视频监控 13.7 万路、社会视频监控 4.4 万路。“雪亮工程”位列贵州

省 2018 年“十件民生实事”。报告提到，2018 年贵州省将实施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应用“雪亮工程”。 

上海 2017 年上海金山区已成功申报全国“雪亮工程”建设重点支持城市，未来两年将投入 2.7 亿元改善公共区域视频监

控现状，建成后，全区重点公共区域、重点行业和领域的重要部位视频监控覆盖率将达到 100%。 

重庆 重庆市“十三五”时期，全市计划投入 45 亿元，新增和改造并接入联网 10 万个高清视频监控点位，新接入联网 15

万个社会视频监控点位，达到 33.5 万个视频监控点位联网共享，实现重点公共区域、重点行业及领域的重点部

位视频监控全覆盖。 

兰州 兰州将新投入 4.29 亿元，新建 10000 个高清点位、改造 2800 个标清点位，整合联网全市水电煤气、银行、医院、

学校、车站码头等重点行业、重点领域 15000 多个视频监控点，建设覆盖城市近郊四区公共安全无线视频宽带承

载网，实现对公安、消防、城管等单位移动视频监控的联网整合应用，着力打造“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

用、全程可控”的社会治安视频监控系统。 

新疆 新疆和田地区一市七县“雪亮工程”建设 PPP 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10.17 亿元；“智慧伊宁县”公共安全综合平台(雪

亮工程)建设项目 PPP 项目，金额达 2.24 亿元； 

西安 2018 年 1 月，西安市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政府 PPP 项目完成签约。此项目总投资 78615.59 万元，将

新建改造整合视频监控 45000 路，实现全市重点公共区域“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的目标。 

数据来源：各地方政府官网，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3. “雪亮工程”给安防市场带来巨大机遇 

3.1. “雪亮工程”已在全国全面启动 
 

2016 年“雪亮工程”在山东与四川的部分城市中开始试点，2017 年项目在全国各地 29 个省市

展开：根据采招网上公开中标的雪亮工程项目统计，2017 年全年新疆的项目规模在全国排名

第一。前三位省级地区分别为新疆、河北以及四川，多数省市从第三季度才开始展开“雪亮

工程”项目，2018 年预计才将真正开始进入“雪亮工程”建设高峰。 

 

图 6：2017 年“雪亮工程”项目不同地区已在采招网中公开的中标金额（单位：元） 

 
数据来源：采招网，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3.2. “雪亮工程”在 2017 年下半年出现加速向上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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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亮工程”在采招网上公开的中标项目总额在 2017 年由第一季度的 3 亿增长到了第四季度

的 43 亿，四季度同比增速达到 220%。2016 年全年公开中标项目总额仅为 2 亿，2017 年达

到 66 亿，是 2016 年的 33 倍。 

 

图 7：2017 年“雪亮工程”项目不同季度公开中标总额（单位：元）  图 8：2017 年与 2016 年“雪亮工程”公开中标总额对比（单位：元） 

 

 

 

数据来源：采招网，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采招网，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3.3. 雪亮工程已经取代“平安城市”成为安防市场主要驱动力 
 

“平安城市”项目经过多年的建设和规划，已基本实现了城镇地区的视频覆盖，并且具有了良

好的信息化水平。同时“雪亮工程”项目也补充了乡村等地区的监控盲区。2017 年，“雪亮工

程”项目已经接替“平安城市”成为安防市场增长主要推动力。 

 

图 9：2017 年“雪亮工程”项目与“平安城市”中标金额对比（单位：元） 

 
数据来源：采招网，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4. 投资建议 

“雪亮工程”是安防行业继平安城市后又一历史性机遇，预计从 2018 年开始进入项目建设的高

峰期，行业中拥有丰富产品线以及能够提供综合解决方案的企业优势明显，我们重点推荐海

康威视、大华股份和千方科技，此外建议关注东方网力、苏州科达、佳都科技、创意信息、

高新兴等具有产品差异化优势或区域市场优势的企业 

 

5. 风险提示 

项目建设不及预期；价格竞争激烈，盈利能力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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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评级体系 

收益评级： 
领先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同步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沪深 300 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10%至 10%； 

落后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风险评级： 
A — 正常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小于等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B — 较高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大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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