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安居宝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业绩变化的专项核查意见 

 

广东安居宝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居宝”、“发行人”）2015年

非公开发行股票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2016年2月1日通过

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发审会”）的审核，并于2016年6月3日领

取了《关于核准广东安居宝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6】855号）。  

发审会后，发行人于2016年4月26日公告了《2015年年度报告》，于2017年4

月25日公告了《2016年年度报告》和《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发审会后2015

年度、2016年度及2017年第一季度业绩变化情况等事项说明如下： 

一、安居宝 2015 年度、2016 年度及 2017 年一季度经营业绩变化情况 

（一）安居宝2015年度、2016年度经营业绩变化情况 

1、安居宝2015年度、2016年度经营业绩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 2015年 
2016年较2015

年变化比例 

2015年较2014

年变化比例 

营业收入 79,773.57 78,410.23  1.74% 22.53% 

营业成本 48,335.81 47,467.27  1.83% 30.12% 

利润总额 1,926.00 3,501.62 -45.00% -62.54% 

净利润 2,171.16 3,524.97  -38.41% -57.2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60.03 3,516.27  -49.95% -57.51% 

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956.96 2,728.19 -64.92% -65.54% 

2、安居宝2015年度、2016年度经营业绩变化原因分析 

发行人2015年度营业收入78,410.2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2.53%；利润总额

3,501.6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62.54%；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516.27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7.51%；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728.19万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65.54%。 



 

发行人2016年度营业收入79,773.5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74%；利润总额

1,926.0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5.00%；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760.03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9.95%；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56.96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64.92%。 

从近几年的趋势来看，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持续增长，主营业务毛利率相对

稳定在40%左右，发行人传统的楼宇对讲、显示屏等业务发展稳定。发行人净利

润持续下降，主要原因还是发行人开始向互联网领域转型后，实施的“云停车联

网项目”及“周边优惠”等互联网项目仍然处在投入期，导致发行人费用大幅增加

所致。 

发行人2016年、2015年主要费用项目比变化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2016年较

2015年变化

比例 

2015年较

2014年变化

比例 

管理费用 18,209.09 17,597.31 3.48% 41.29% 

其中：研究开发费 10,404.12 9,987.44 4.17% 70.32% 

销售费用 13,816.66 13,140.28 5.15% 38.40% 

2015年、2016年发行人管理费用、销售费用相比2014年及以前年度同期增加，

对发行人2015年、2016年经营业绩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导致净利润同比下降。 

（二）安居宝2017年一季度经营业绩变化情况 

1、安居宝2017年第一季度经营业绩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1-3月 2016年1-3月 
2017年1-3月较2016

年1-3月变化比例 

2016年1-3月较2015

年1-3月变化比例 

营业收入 13,039.55 14,048.75  -7.18% 27.87% 

营业成本 8,575.30 9,223.27  -7.03% 39.96% 

利润总额 -1,209.10 -1,354.00 10.70% -127.20% 

净利润 -1,116.22 -1,119.29  0.27% -114.86%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274.89 -1,184.48  -7.63% -123.01% 

扣非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578.89 -1,162.17 -35.86% -97.75% 

2、安居宝2017年一季度经营业绩变化原因分析 



 

总体来看，公司2017年一季度经营业绩处于亏损状态。公司营业收入、营业

成本、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较上年同期略有下降，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略有

上升，净利润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

期下降较多。 

公司最近三年一季度经营业绩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3 月 2016 年 1-3 月 2015 年 1-3 月 

净利润 -1,116.22 -1,119.29 -520.93 

公司最近三年一季度业绩均处于亏损状态，主要是受季节性因素的影响。由

于发行人的对讲产品是在房地产项目施工的后工序阶段才进行施工安装，而新建

楼盘竣工时间一般在三、四季度较为集中，工程施工商一般会集中在三、四季度

进行大批量的采购提货，每年的三、四季度是发行人销售高峰期，因此造成年度

内发行人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呈现出“前低后高”的季节性特征。同时，受发行人互

联网项目投入费用增加的影响，2016年一季度、2017年一季度较2015年一季度亏

损有所增加。 

发行人2017年一季度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较

多的主要原因是本期获得政府补助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2015年、2016年及2017年一季度业绩变化

情况符合公司目前互联网项目前期费用投入较多的特性，也是公司业务转型需要

经历的阶段，2017年一季度业绩亏损还主要受到季节性因素的影响。 

 

二、关于业绩变化相关内容的披露 

（一）发审会后经营业绩变化情况，或者其他重大不利变化，在发审会前

是否可以合理预计，发审会前是否已经充分提示风险 

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会于2016年2月1日审核通过安居宝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申请。自2015年以来，发行人陆续实施了“云停车联网项目”及“周边优惠”等互联

网项目，上述两个项目均处于前期费用投入阶段，导致发行人经营业绩下滑。发

审会前，发行人于2015年8月26日公告的《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2015年10月27

日公告的《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均披露发行人出现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大幅

下滑的情形，因此发行人业绩下滑的情况可以合理预计。2015年以来，发行人一



 

季度均出现亏损情形，系季节性因素和互联网项目投入费用增加的影响所致，因

此2017年一季度亏损在发审会前可以合理预计。 

发审会前，发行人于2016年1月15日公告《2015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

2016-001），对发行人2015年盈利区间、业绩下滑比例及原因等进行了预告。发

行人在发审会前已经对业绩变化情况进行充分提示，并向投资者提示投资风险。 

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在发审会前已经将业绩变化情况做出公告或者预告，上

述情况可以在发审会前合理预计，发行人已经在发审会前充分提示投资风险。 

（二）发审会后经营业绩变动的影响因素，或者其他重大不利变化，是否

将对公司当年及以后年度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安居宝传统业务楼宇对讲系统、智能家居系统等产品市场主要受国内房地产

政策的调控程度的影响。报告期内，国内房地产市场逐渐从快速增长走向平稳发

展。发行人2015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78,363.5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2.50%，实

现毛利30,896.2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2.38%；2016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79,683.8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68%，实现毛利31,348.0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

加1.46%。发行人作为国内楼宇对讲产品的领先企业，在行业内具有较高的知名

度和较强竞争力，其生产经营及市场环境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自2016年10月以来，发行人尝试运营道闸广告业务并实现创收，同时发行人

积极探索“智慧云停车+车联网道闸广告”的商业形态，并于2017年3月与华夏吉祥

门传媒有限发行人、吉林省壹媒介广告有限发行人、太原市金酷广告有限发行人、

南京广厦传媒有限发行人、江西天胜传媒发展有限发行人、安徽道闸传媒有限发

行人、广东社区通传媒有限发行人、大连壹媒介传媒有限发行人、成都众成广告

有限发行人、贵州路视广告传媒有限发行人等相关合作方签订了停车场广告道闸

业务收购协议，以广告道闸为媒介，进行广告发布运营，扩大收入来源。 

综上，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2015年度、2016年经营业绩下滑主要系安居宝

对“云停车联网项目”及“周边优惠”等互联网项目增加投资力度从而导致费用增

加所致，发行人2017年一季度亏损主要还受季节性因素的影响，公司经营环境未

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公司传统楼宇对讲系统等传统业务经营稳定，互联网项目属

于国家鼓励支持发展的方向，未来随着公司互联网项目商业模式的逐渐成熟，其

不会对发行人以后年度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经营业绩变动情况，或者其他重大不利变化，是否对本次募投项目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1、国家各部委陆续发布了一些利好政策 

2016年2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

若干意见指出，优化街区路网结构。加强街区的规划和建设，分梯级明确新建街

区面积，推动发展开放便捷、尺度适宜、配套完善、邻里和谐的生活街区。新建

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

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题，促进土地节约利

用。树立“窄马路、密路网”的城市道路布局理念，建设快速路、主次干路和支路

级配合理的道路网系统。打通各类“断头路”，形成完整路网，提高道路通达性。

科学、规范设置道路交通安全设施和交通管理设施，提高道路安全性。到2020

年，城市建成区平均路网密度提高到8公里／平方公里，道路面积率达到15%。

积极采用单行道路方式组织交通。加强自行车道和步行道系统建设，倡导绿色出

行。合理配置停车设施，鼓励社会参与，放宽市场准入，逐步缓解停车难问题。 

2016年5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了2016年停车场建设工作要点的通

知，通知指出各地结合实际情况抓紧制定本地区推进停车建设、加强经营管理、

完善停车收费政策、严格监管停车服务和收费行为的办法细则，做好贯彻落实。  

2016年8月，发改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推进“互联网+”便捷交通促进智

能交通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18年公众能够通过移动互联终端及时获取交

通动态信息，实现交通基础设施、载运工具、运行信息等互联网化。《方案》围

绕完善智能运输服务系统、构建智能运行管理系统等方面，提出诸如推动运输企

业与互联网企业融合发展、研发和应用智能交通先进技术等具体措施。 

2017年4月1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16年末全国民用汽车保有量达到19,440万辆。以车主一年3,000元的停车花费测

算，目前我国停车收费的静态市场空间达到约6,000亿元。 

2、云停车项目效益逐渐显现 

自城市云停车项目启动以来，发行人通过提供云停车软硬件系统无偿使用的

方式整合停车场资源。2016年开始，发行人对前期的模式进行了调整，重新整合

了云停车经营管理团队和技术服务人员，并依托全国众多的营销服务网点及小区



 

资源，积极探索“智慧云停车+车联网道闸广告”的商业形态，向停车场管理方提

供停车场广告道闸设备使用权的同时，获得其广告发布权。随着该模式的推进，

发行人云停车业务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发行人在广州、东莞部分广告道闸上开展

了广告招商发布试点工作，并获得了部分广告客户及广告收入。同时，发行人掌

停宝APP、分享车位功能在广州地区部分停车场进行了开通试用，同时在部分停

车场实现了无人化值守，为停车场管理方节约了较大的管理成本。  

截至2016年末，发行人合计签约停车场4,000余个，其中道闸广告停车场3,000

余个；涉及停车场设备合计7,000余套，其中广告道闸设备6,000余套。同时，发

行人对部分客户采用销售的模式，销售停车场系统1,400余套，实现销售收入超

过2,600万元。 

3、对本次募投项目的影响 

公司经营业绩变化主要系“云停车联网项目”及“周边优惠”陆续投入所产生

的费用所致，期中“云停车联网项目”为本次募投项目。上述两个项目是公司在原

有停车场业务所积累的经验和客户基础上，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等最新前沿技术，

布局“互联网+便捷交通”、“互联网+益民服务”等领域，拓展业务范围，将基于智

慧社区互联网平台业务作为发行人未来新的战略增长点，提升发行人的盈利能力

与价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发行人将继续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

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若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低于拟投入募集资金额，则不足部分由发行人自筹解决。 

综上，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经营业绩变动不会对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 

 

三、业绩变化不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实质性障碍 

发行人 2016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760.03 万元，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956.96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

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956.96 万元；发行人 2015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 3,516.27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2,728.19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728.19 万元。 

综上，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最近两年（2015 年、2016 年）连续盈利，符

合《创业板上市发行人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发行人

2015 年度、2016 年度及 2017 年一季度经营业绩变化，不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构

成实质性障碍。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安居宝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经营业绩变化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2017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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