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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35        证券简称：同为股份         公告编号：2017-038 

 

深圳市同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2016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同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年 6月 15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深圳市同为数码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16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7】第 341 号），就

问询函提出的问题，公司立即组织相关部门进行讨论及深入分析。现将问询情况

回复并公告如下：  

 

1、根据年报，对公司净利润影响达 10%以上的子公司分别为惠州同为数码

科技有限公司、同为（香港）有限公司，上述子公司报告期净利润分别为-406.59

万元、-2.27 万元。请补充说明：（1）结合行业状况、销售情况等说明上述子

公司亏损原因；（2）上述子公司亏损对公司主要财务数据的影响。 

回复： 

一、结合行业状况、销售情况等说明上述子公司亏损原因 

（一）惠州同为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的亏损原因 

1、惠州同为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同为”)成立于 2012 年 5

月 17 日。该公司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其设立目的主要是为了实施安防视频监

控产品的技术升级和扩产。以惠州同为为实施主体的视频监控录像设备建设项

目、数字监控摄像机建设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三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一期

工程“一号厂房、二号宿舍”于 2016 年 3 月份通过竣工验收。目前尚处在装修

阶段，预计 2017年年底开始部分投产。 

2、由于惠州同为的惠州工业园尚未投入使用，未实现营业收入导致本报告

期亏损。惠州工业园在建设期间发生的运营费用主要系固定资产的折旧费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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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资产的摊销费用、人工成本、相关的税费和部分银行贷款利息。 

（二）同为（香港）有限公司的亏损原因 

1、同为（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同为”）成立于 2016年 5月 5

日，注册地为中国香港。该公司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其拟进行海外视频监控产

品及其配件的销售及售后服务，目前尚未开展相关业务。 

2、由于香港同为尚未实现营业收入导致本报告期亏损。费用主要是开办费

用。 

二、上述子公司亏损对公司主要财务数据的影响 

2016年度惠州同为和香港同为的亏损对公司主要财务数据的影响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名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惠州同为 - -406.59 -406.59 

香港同为 - -2.27 -2.27 

合并财务数据 52,668.46 7,102.71 6,424.41 

影响比例 （子公司财务数据/合并财务数据） 

惠州同为 0.00% -5.72% -6.33% 

香港同为 0.00% -0.03% -0.04% 

综上表，惠州同为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净利润占公司合并数据的比例分别

为 0%、-5.72%、-6.33%； 

香港同为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净利润占公司合并数据的比例分别为 0%、

-0.03%、-0.04%。 

 

2、你公司 2016年境外营业收入为 48,891.39万元，占营业收入比重 92.83%。

请对以下问题进行补充披露：（1）结合公司客户和产品情况说明境外营业收入

占比较高的原因；（2）说明公司近三年汇率波动对公司损益的影响；（3）公司

为应对外汇汇率波动风险采取的措施。 

回复： 

一、结合公司客户和产品情况说明境外营业收入占比较高的原因 

公司从成立至今，始终坚持以海外市场为主的公司战略： 

（一）初创阶段，基于以下原因选择了海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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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创立初期，海外市场容量大、增速快，为公司发展提供了足够空间。 

2、海外市场以渠道和项目市场为主，公司产品的高性价比以及优异的用户

体验满足了海外市场的需求。 

公司创立初期，国内以政府或大型国企主导的大型安防项目工程（“平安城

市”、铁路、银行监控系统）等行业市场为主，采购决策权集中、招标程序复杂、

项目周期长，渠道市场和项目市场尚未成熟。海外渠道市场、项目市场快速发展，

以企业、园区、医院、商业连锁、酒店、学校等为主，具有终端用户基数大、决

策简便、项目周期短等特点；同时，海外市场用户追求质量可靠、用户体验良好、

高性价比的产品和服务，公司创业团队具有电子产品行业的技术背景以及丰富的

经验，深入分析海外市场的产品特点，在性价比、产品设计、软件界面的交互等

方面具有优势，符合海外市场的需求。 

3、海外市场业务流程较短，资金回收快，符合公司运营模式。 

海外市场以渠道市场和项目市场为主，采购决策较快，无需复杂的招投标环

节，且信用期较短，资金回收较快。国内大型安防项目工程一般以项目为单位，

实施主体以政府或大型国企为主，多以招投标方式进行选择安防产品供应商，且

由于规模较大、集成度较高、实施流程较长、资金投入较大、资金周转较慢等特

点。成立初期，公司集中资源加强研发以及渠道开发，保持资金流动性较为重要，

因此，海外市场的业务模式更适合公司的运营模式。 

4、与同期海外竞争对手相比，公司具备比较优势。 

公司创立初期，全球安防监控设备厂商以韩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及部分

欧美厂商为主。随着全球制造业大规模向中国大陆转移，相关视频处理技术扩散，

公司快速掌握视频监控产品关键技术，推出质量可靠、功能完备、具有高性价比

的系列产品，与同期市场竞争对手相比，性价比优势突出。另外，公司在嵌入式

硬盘录像机产品和手机移动监控软件推出速度上领先于竞争对手，为公司海外市

场开发赢得机遇。 

在初创期，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深入理解海外客户的产品需求，不断推出高

性价比产品，公司产品的用户体验良好，深受海外用户欢迎，在工厂、园区、商

业连锁、酒店等渠道及中小项目市场获得广泛应用。 

（二）发展阶段公司境外的销售收入实现了稳定增长 

发展阶段公司境外市场的销售收入实现了稳定增长，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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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公司持续满足海外市场需求，逐步建立竞争优势，业务快速发展。公司逐渐

建立较强研发实力的技术团队，取得了多项专利、软件著作权和核心技术成果，

为公司长期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公司产品不断升级换代，产品线快速扩张，从

标清硬盘录像机产品发展到高清硬盘录像机、网络硬盘录像机，推出全系列前端

高清摄像机产品线，持续迭代视频监控综合管理平台软件，完善项目产品和解决

方案，不断满足了海外市场客户需求。 

综上所述，公司自初创阶段开始，就把海外市场作为主要市场，并在持续发

展过程中，不断加强公司的技术团队建设，不断完善产品功能和解决方案，以满

足海外客户的需求，业务范围从成立初期的北美、欧洲，发展至现在的北美、南

美、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完成的全球渠道布局。公司的产品优势以及运

营模式较好地适应了海外市场的特点和需求，公司在海外市场优势较为明显。 

近年来，公司立足海外市场，积极布局国内市场，不断发布适合国内市场的

产品，并将逐步完善国内销售渠道，将海外市场积累的竞争优势发挥到国内市场

中。 

二、说明公司近三年汇率波动对公司损益的影响 

2014 以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变动趋势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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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新浪财经 http://biz.finance.sina.com.cn。 

2014至 2016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变动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2014年至

2015年上半年有所起伏，2015 年第三季度至 2016年底，则持续上升。受汇率波

动的影响，公司汇兑损益金额变动较大，具体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期初汇率 6.4936 6.1190 6.0969 

期末汇率 6.9370 6.4936 6.1190 

期间汇率变动 6.83% 6.02% 0.33% 

汇兑损益 1,273.23 931.79 58.75 

利润总额 7,102.71 6,675.13 4,472.35 

汇兑损益占利润总额之比 17.93% 13.96% 1.31% 

扣除汇兑损益后的利润总额 5,829.48 5,743.34 4,413.60 

注：上表中“汇兑损益”数据，正数为汇兑收益，负数为汇兑损失。 

三、公司为应对外汇汇率波动风险采取的措施 

1、将汇率变动因素引入定价机制 

为防范汇率风险，减少人民币汇率变化对公司带来的不利影响，公司将汇率

作为变量之一，引入产品定价及价格调整机制中，通过价格调整将汇率风险转嫁

至公司外部。公司采用以人民币计量的目标毛利率和利润率为基础进行产品定价

的策略，而境外销售以美元计价，故人民币汇率变动将导致当期实际利润率偏离

目标利润率。日常管理中，公司每季度初将根据上一季度利润率的实现情况以及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走势对产品美元价格进行调整，以修正汇率变化对盈利水平的

影响；若短期内汇率大幅波动，公司亦将相应调整产品价格，及时应对汇率变化。 

2、管理美元资产规模规避汇率风险 

通过管理美元资产规模，公司可规避部分汇率风险。公司美元资产包括美元

货币资金和以美元计价的应收账款。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根据汇率调整美元资产

的账面价值以及日常结汇过程中都将产生汇兑损益。对于美元货币资金，公司通

过适当控制结汇时间及其规模，从而降低汇率波动对公司的不利影响。当美元兑

人民币汇率下降时，公司将提前结汇以避免更多的汇兑损失；当美元兑人民币汇

率上升时，公司则可根据自身经营需要灵活把握结汇时间。 

3、未来可与银行进行远期结汇交易转移汇率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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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运用金融衍生工具，企业可以以较低的成本锁定未来的收益，从而达到

规避汇率风险的目的。购买套期保值产品规避风险是出口企业较为普遍的做法，

目前金融市场中，远期结售汇业务较为成熟。未来必要的情况下，公司可根据预

期外汇收支状况以及汇率变动情况，与银行进行远期结汇交易，从而转移汇率风

险。 

 

3、你公司 2014 至 2016 年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分别为-18,733.57 元、

-113,340.95 元、-31,087.80 元，请补充披露上述非经常性损益发生的业务背

景及相关的会计处理依据。 

回复： 

公司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主要为处置报废状态的固定资产而导致的损益。公

司对固定资产的处置有完善的内控制度，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进行会计处理，具

体如下： 

1、固定资产达到报废状态的判断标准：该固定资产处于处置状态；该固定

资产预期通过使用或处理不能产生经济利益。 

2、处置固定资产的审批流程： 

 

 

 

 

 

 

 

 

3、处置固定资产的会计处理依据： 

财务部根据固定资产的审批单据和固定资产的处置收入扣除账面价值和相

关税务费后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2014 年至 2016 年度公司根据制度对部分到达报废状态的固定资产进行处

理，处置损益金额较小，与公司运营情况匹配。 

 

资产使用部门提出申请 

资产管理部门审核和确认 

财务部门核算价值 

管理者按权限审批 

资产处理部门安排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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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你公司分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63.03 万元、

1,982.61 万元、2,145.39 万元、2,481.56 万元，请结合公司经营模式、销售情

况，充分说明第一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第二至第四季度持

续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公司分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有一定的波动，主要系受到各季度

订单量变动导致各季度销售收入、净利润波动的影响所致。 

公司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对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影响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9,994.24 14,048.81 13,490.05 15,135.36 

净利润 722.95 1,785.20 1,826.37 2,089.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03 1,982.61 2,145.39 2,481.56 

综上表： 

1、除了第一季度以外，其他季度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净利润

的变动趋势一致。 

2、第一季度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不存在较大差异，主

要系第一季度发放 2015年度的年终奖 1,334.94万（已在 2015 年预提）所致。 

3、在全球市场，安防监控产品的销售没有明显的季节性，一般为第一季度

至第四季度持续增长，一方面由于安防行业目前处于持续增长阶段，另一方面受

春节假期影响，客户会进行一定的提前备货，因此一般春节所在的第一季度营业

收入偏低，第四季度偏高。 

综上，第一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第二至第四季度持续增

长与行业发展和公司运营情况相匹配、变化合理。 

 

5、你公司报告期末固定资产中存在尚未办理权证的惠州工业园，账面价值

为 5,826.04 万元。请补充说明上述固定资产的取得方式及未办理产权证书的具

体原因和理由。 

回复： 

1、公司于 2016年下半年提交办理产权证书的申请文件，报告期末流程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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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2017年上半年已经取得惠州工业园不动产权证书。 

2、惠州工业园的固定资产及其不动产权证书取得方式具体如下： 

（1）惠州工业园的土地使用权 

土地使用权的宗地编号：0170187001，使用权面积：45,991.90㎡ 

土地使用权的取得方式：通过招标的方式，使用募集资金购买。 

（2）惠州工业园的不动产权： 

不动产权证书编号：粤（2016）惠州市不动产权第 5005451 号、粤（2016）

惠州市不动产权第 5005452号。 

不动产权的取得方式：使用募集资金自建。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6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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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
	公司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主要为处置报废状态的固定资产而导致的损益。公司对固定资产的处置有完善的内控制度，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进行会计处理，具体如下：
	1、固定资产达到报废状态的判断标准：该固定资产处于处置状态；该固定资产预期通过使用或处理不能产生经济利益。
	2、处置固定资产的审批流程：
	3、处置固定资产的会计处理依据：
	财务部根据固定资产的审批单据和固定资产的处置收入扣除账面价值和相关税务费后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2014年至2016年度公司根据制度对部分到达报废状态的固定资产进行处理，处置损益金额较小，与公司运营情况匹配。
	4、你公司分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63.03万元、1,982.61万元、2,145.39万元、2,481.56万元，请结合公司经营模式、销售情况，充分说明第一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第二至第四季度持续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公司分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有一定的波动，主要系受到各季度订单量变动导致各季度销售收入、净利润波动的影响所致。
	公司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对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影响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综上表：
	1、除了第一季度以外，其他季度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净利润的变动趋势一致。
	2、第一季度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不存在较大差异，主要系第一季度发放2015年度的年终奖1,334.94万（已在2015年预提）所致。
	3、在全球市场，安防监控产品的销售没有明显的季节性，一般为第一季度至第四季度持续增长，一方面由于安防行业目前处于持续增长阶段，另一方面受春节假期影响，客户会进行一定的提前备货，因此一般春节所在的第一季度营业收入偏低，第四季度偏高。
	综上，第一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第二至第四季度持续增长与行业发展和公司运营情况相匹配、变化合理。
	5、你公司报告期末固定资产中存在尚未办理权证的惠州工业园，账面价值为5,826.04万元。请补充说明上述固定资产的取得方式及未办理产权证书的具体原因和理由。
	回复：
	1、公司于2016年下半年提交办理产权证书的申请文件，报告期末流程尚未完成，2017年上半年已经取得惠州工业园不动产权证书。
	2、惠州工业园的固定资产及其不动产权证书取得方式具体如下：
	（1）惠州工业园的土地使用权
	土地使用权的宗地编号：0170187001，使用权面积：45,991.90㎡
	土地使用权的取得方式：通过招标的方式，使用募集资金购买。
	（2）惠州工业园的不动产权：
	不动产权证书编号：粤（2016）惠州市不动产权第5005451号、粤（2016）惠州市不动产权第5005452号。
	不动产权的取得方式：使用募集资金自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