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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60        证券简称：青鸟消防        公告编号：2019-001 

 

北大青鸟环宇消防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首日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北大青鸟环宇消防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

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2019〕458 号）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证券简称为“青鸟消防”，证券代码为“002960”，

本次公开发行的 6,000 万股股票将于 2019 年 8 月 9 日起上市交易。 

公司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

风险因素，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在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跟风“炒新”，应当审

慎决策、理性投资。 

现将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外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目前不存在

未披露重大事项。 

二、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公司近

期不存在重大对外投资、资产收购、出售计划或其他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公

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按招股说明书披露的计划实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公司聘请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6 年、2017 

年及 2018 年的财务报表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

的《审计报告》（瑞华审字【2019】01500040 号）。根据《审计报告》，本公司报

告期内合并报表主要数据如下： 

（一）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182,580.43 139,823.21 107,357.31 

固定资产 26,588.24 21,407.68 17,69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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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资产 2,883.18 3,078.01 3,078.43 

资产总计 217,912.25 173,264.37 133,415.20 

流动负债 69,436.77 59,513.94 51,819.43 

负债合计 69,534.50 59,591.95 51,896.5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合计 
147,014.87 112,590.04 80,272.21 

股东权益合计 148,377.76 113,672.42 81,518.67 

（二）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营业收入 177,702.90 147,480.48 128,197.83 

营业利润 39,671.85 36,289.22 32,307.00 

利润总额 40,134.14 38,124.65 33,818.78 

净利润 33,961.37 32,119.26 28,556.9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404.66 32,287.28 28,394.26 

（三）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113.46 16,890.38 29,044.1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43.25 -8,974.32 -7,561.7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1.18 7,603.11 -4,220.89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796.56 15,472.72 17,244.68 

（四）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18 年 12 月 31

日或 2018 年 

2017 年 12 月 31

日或 2017 年 

2016 年 12 月 31

日或 2016 年 

流动比率（倍） 2.63 2.35 2.07 

速动比率（倍） 2.29 2.09 1.79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7.68% 31.88% 32.68%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3.15 3.59 4.03 

存货周转率（次） 5.25 5.42 5.30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43,597.39 41,022.73 35,621.54 

利息保障倍数（倍） 42.52 42.95 55.98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元） 0.62 0.94 1.61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38 0.86 0.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91 1.79 1.5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91 1.79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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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1.89 1.71 1.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51 33.48 41.0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26.17 31.84 39.95 

无形资产（不含土地使用权）占净

资产的比例（%） 
0.27 0.43 0.54 

计算公式及说明如下： 

（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4）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平均应收账款 

（5）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平均存货 

（6）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利润总额＋利息支出＋折旧费用+摊销费用 

（7）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期末普通股股份总数 

（8）每股净现金流量＝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期末普通股股份总数 

（9）基本每股收益=P÷S 

S=S0＋S1＋Si×Mi÷M0-Sj×Mj÷M0-Sk 其中： 

P 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或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S 为发行在外的普

通股加权平均数；S0 为期初股份总数；S1 为报告期因公积金转增股本或股票股利分配等增加股份数；Si

为报告期因发行新股或债转股等增加股份数；Sj 为报告期因回购等减少股份数；Sk 为报告期缩股数；M0

报告期月份数；Mi 为增加股份下一月份起至报告期期末的月份数；Mj 为减少股份下一月份起至报告期期

末的月份数。 

（10）稀释每股收益=[P+（已确认为费用的稀释性潜在普通股利息-转换费用）×（1-所得税率）]/（S0＋S1

＋Si×Mi÷M0-Sj×Mj÷M0-Sk+认股权证、股份期权、可转换债券等增加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其中，P 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或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公司

在计算稀释每股收益时，已考虑所有稀释性潜在普通股的影响，直至稀释每股收益达到最小。 

（11）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P/（E0＋NP÷2＋Ei×Mi÷M0–Ej×Mj÷M0±Ek×Mk÷M0） 

其中：P 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孰低；

NP 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E0 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期初净资产；Ei 为报告期发行新股

或债转股等新增的、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Ej 为报告期回购或现金分红等减少的、归属于公司

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M0 为报告期月份数；Mi 为新增净资产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月数；Mj 为减少

净资产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月数；Ek 为因其他交易或事项引起的、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

增减变动；Mk 为发生其他净资产增减变动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月数。 

报告期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计算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时，被合并方的净资产从报告期期初起进

行加权；计算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时，被合并方的净资产从合并日的次月起进行

加权。计算比较期间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时，被合并方的净利润、净资产均从比较期间期初起进行加

权；计算比较期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时，被合并方的净资产不予加权计算（权

重为零）。 

（12）无形资产（不含土地使用权）占净资产的比例＝无形资产（不含土地使用权）/净资产  

四、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的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为 2018 年 12 月 31 日。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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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刊登日期间，公司经营状况良好，主要经营模式、经营规模、主要客户和

供应商构成、税收政策以及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均未发生重大

变化。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9 年 1-3 月的财务报表及附

注进行了审阅，出具了“瑞华阅字[2019]01500001 号”《审阅报告》。根据上述审

阅报告，公司 2019 年 1-3 月主要经营数据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3月 2018 年 1-3月 

营业总收入 37,028.36 24,334.68 

营业利润 5,774.27 3,473.02 

利润总额 5,776.31 3,601.39 

净利润 4,615.92 2,923.3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58.72 3,120.87 

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16.75 3,039.03 

截至 2019 年第一季度末，公司营业收入为 37,028.3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2,693.68 万元，增长幅度为 52.16%；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058.72 万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937.85 万元，增长幅度为 62.09%；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616.7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577.72 万元，增

长幅度为 84.82%。与 2018 年第一季度相比，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大幅增长，

其中部分原因系国家增值税税率变动影响所致。 

公司预计 2019 年上半年完成营业总收入范围为 82,493.55 万元至 98,992.2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范围为 15%至 38%；2019 年上半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范围为 13,482.56 万元至 17,334.72 万元，同比增长范

围为 5%至 35%。 

上述 2019 年上半年经营业绩预计中的相关财务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

测算的结果，预计数不代表公司最终可实现营业收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亦不构成公司的业绩预测。 

综上，目前公司经营情况良好，经营情况与财务状况、盈利能力未出现重大

不利变化，公司持续盈利能力保持稳定。 



5 

五、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认真注意以下风险因素： 

（一）固定资产及房地产投资下降风险 

消防行业与整体经济及固定资产投资紧密相关，消防市场的增长受固定资产

投资的影响较大。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繁荣发展，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维持在相

对较高水平。经济的繁荣提高了全社会的消防意识，带动消防投入的增加；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则直接拉动消防行业的增长。未来消防行业的增长仍依赖整

体经济的增长及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如果宏观经济下行，固定资产投资下降，

则可能给本公司的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本公司的产品主要面向民用建筑市场，主要包括房地产业和教育、卫生、文

体以及政府等公共设施建筑领域，而以房地产业为代表的民用建筑市场是目前消

防产品的主要应用领域之一。2000 年以来，我国房地产建设飞速发展，据国家

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房地产开发投资由 2013 年的 86,013 亿元增加至 2018 年的

120,264 亿元，对消防行业起到了快速的拉动作用。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2014》规定及其他相关设计规定与行业经验，在住宅建筑方面消防投入约

占建筑安装总投资的 5%，在办公与商业建筑方面消防投入约占建筑安装总投资

的 8%－10%。 

虽然房地产投资的影响因素较多，对未来房地产业走势难以判断，但如房地

产投资下降，则可能给本公司的业绩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二）经销为主的销售模式风险 

公司的销售模式为经销销售为主、直接销售为辅，经销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

收入比例达到 75%以上。报告期各期末，公司通过经销商实现的经销收入占公司

主营业务收入比重分别为 77.86%、76.51%、75.07%。公司与经销商的合作模式

为独家代理模式，即经销商只能销售公司的产品，而不经营任何类似产品或作为

其他类似产品的经销商。尽管公司已与 61 家经销商建立了经销合作关系，但若

未来公司不能与经销商维持良好关系，导致经销商不愿与公司合作，公司短期内

又不能从其他渠道获得订单，将会对公司业务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此外，公司当前通过使用销售折扣政策来激励和考核经销商，并对优秀的经

销商提供一定的信用额度支持其市场开拓，如未来此销售模式的激励和约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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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将会对公司业务产生不利影响。 

（三）控制权变更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无实际控制人。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北大青鸟环宇，北大青鸟

环宇股权结构分散，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公告刊登之日，持有北大青鸟环宇 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为致胜资

产、北大青鸟、怡兴（香港）有限公司、海口青鸟、New View Venture Limited，

持股比例分别为 14.90%、8.34%、7.98%、6.17%、6.14%，其中，北大青鸟软件

间接控制海口青鸟 46%股权，北京大学通过北大青鸟、海口青鸟间接控制北大青

鸟环宇的股权比例为 14.51%，其他持有北大青鸟环宇 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均

不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 

北大青鸟环宇股权结构一直较为分散，无任何一方北大青鸟环宇股东持有

30%以上的股权，无任何一方北大青鸟环宇股东能够基于其所持表决权股份或其

选出的董事在董事会中的席位决定北大青鸟环宇股东大会或董事会的审议事项；

无任何一方北大青鸟环宇股东可以对北大青鸟环宇的决策形成实质性控制。 

公司无实际控制人的状态最近三年未发生变化。由于北大青鸟环宇主要股东

持股比例较为接近，不排除公司上市后北大青鸟环宇股东持股比例变动而引致北

大青鸟环宇控制权发生变动，从而引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动的风险。 

（四）产业政策风险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修

正）》，“火灾报警控制器（包括联动型、独立型、区域型、集中型、集中区域兼

容型）、消防联动控制器、点型感烟/温火灾探测器（独立式除外）、点型红外/紫

外火焰探测器（独立式除外）、手动火灾报警按钮”属于限制类项目，对于此类

项目，国家有关部门根据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要求，遵循优胜劣汰的原则，分类

指导。 

如未来公司主营的消防安全系统产品产业政策进行重大不利调整，将对公司

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五）市场竞争加剧导致毛利率下降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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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44.34%、44.17%、

42.70%，维持在较高水平，但是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 

火灾自动报警及联动控制系统是公司的主要产品，报告期内其销售收入占公

司营业收入的比例超过 75%，毛利额占公司主营业务的毛利额比例均超过 80%，

火灾自动报警及联动控制系统的毛利率呈现下降趋势，与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变

动趋势一致。 

未来，公司面临因市场竞争加剧导致毛利率下降的风险。 

（六）应收账款大幅增加及发生坏账的风险 

最近两年末，公司应收账款大幅增加，较上年末分别增长 21.48%、48.69%，

快于最近两年营业收入增长率。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账款占期末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31.09%、29.00%、

33.02%。最近三年，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 4.03、3.59、3.15，应收账款周

转率有所下降。报告期各期末，公司一年以上账龄的应收账款余额占比分别为

17.74%、22.58%、23.07%，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应收账款绝对金额将逐步增加，如公司采取的收

款措施不力或客户信用发生变化，公司应收账款发生坏账的风险将加大。 

（七）税收优惠政策变化风险 

（1）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变化的风险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公司及子公司享受的所得税税收优惠总额分别为

3,705.96 万元、4,073.23 万元、4,317.45 万元，占当期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

净利润的比重分别为 13.05%、12.62%、12.55%。 

如果公司及子公司未来不能持续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或国家相关税收优

惠政策发生不利变化，公司母公司、久远智能、惟泰安全、青鸟消防软件将按

2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公司经营业绩将受到一定程度影响。 

（2）增值税税收优惠政策变化的风险 

2016 年公司合计即征即退金额为 496.71 万元，占公司当期归属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的比例为 1.75%。2017 年，公司合计增值税即征即退金额为 766.19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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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占公司当期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为 2.37%。2018 年，公司合计增

值税即征即退金额为 1,474.38 万元，占公司当期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

为 4.29%。 

报告期内虽然公司享受的软件产品增值税退税占公司当期净利润的比例较

低，若该退税政策期限届满或国家相关政策发生变化，将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

生不利影响。 

（八）经营业绩难以保持增长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收入与利润保持增长。2017 年、2018 年，公司营业收入较

上年增长15.04%、20.49%；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增长13.71%、6.56%。 

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市场竞争的加剧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公司经

营业绩未来可能难以保持增长的态势，甚至可能出现下降的情形。 

（九）潜在产品责任风险 

当火灾发生时，倘若所用的本公司消防安全系统产品失灵或者在非火灾的状

态下，所用的本公司消防安全系统产品出现误报、误启动等质量问题而给用户造

成损失时，本公司可能会因产品责任而遭受损害赔偿诉讼。倘若本公司须就消防

产品的质量问题负责，则会对本公司在产生损失的期间及以后期间的经营业绩造

成不利影响。 

（十）新产品开发风险 

公司新产品研发以及行业发展趋势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本公司技术创新偏

离行业发展趋势，研发出的新产品不能巩固和加强已有的竞争优势，客户市场认

知度下降。同时，由于公司人力、物力、财力有限，如若在新产品开发领域偏离

行业发展趋势，亦会影响现有技术、产品的研发升级工作，进而影响本公司的经

济效益。 

此外，由于消防安全行业的特殊性质，即便公司成功开发出新产品，仍需获

得主管部门的认证或检验并获得产品资质后方可生产、销售，如本公司开发的新

产品未能顺利获得相关产品资质，将对本公司的业务扩张造成不利影响。 

综上，公司存在一定的新产品开发风险。 

（十一）行业技术标准和产品质量规范提高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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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与人民消防意识的提高，我国消防安全行业的监管日趋

严格，消防产品的市场准入标准和产品质量规范日趋提高，市场上的企业面临不

断提高消防产品质量要求的压力。 

在此背景下，本公司各类消防产品的生产标准也必须紧跟行业技术标准和产

品质量规范进行相应提高。如果本公司所生产的消防产品不能达到提高后的行业

技术标准和产品质量规范，则存在公司产品因不满足相关标准而不能获得市场准

入的风险。 

（十二）产品资质未能续期风险 

消防产品市场现行准入规则包括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和消防产品技术鉴定

制度，尚未纳入上述制度管理的消防产品均实行强制性检验制度。实行强制性产

品认证制度和消防产品技术鉴定的消防产品必须取得相关认证证书和检验报告，

实行强制检验制度的消防产品必须取得相关检验报告。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的有

效期一般为五年，有效期内，认证证书的有效性依赖认证机构的获证后监督获得

保持；消防产品技术鉴定有效期一般为三年，每年通过获证后的跟踪调查对证书

进行确认；相关检验报告通常没有明确的有效期限。倘若本公司因生产环节控制、

产品质量不达标等原因在产品资质期限届满时未能通过检验而获发新的资质，或

证后监督不合格而被收回相关证书，将无法生产及销售相应产品，公司的业务及

财务状况可能会受到不利影响。此外，在产品资质有效期内，现行的产品标准可

能变更、市场准入规则亦可能发生变化，公司需因应变化重新获得相关资质，倘

若出现对本公司而言更为严苛的变动而未能顺利取得相关资质，本公司的业务运

营及盈利能力可能会受到不利影响。 

（十三）折旧、摊销费用增加导致利润下滑的风险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固定资产净额和无形资产净额分别为 26,588.24 万元和

2,883.18 万元，分别占公司当期末资产总额 12.20%和 1.32%。根据公司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募集资金将分 2 年使用，其中第一年投入 28,096.11 万元，

第二年投入 37,716.84 万元。预计募投项目达产后产生的平均每年固定资产折旧

和无形资产摊销的总额约为 3,855.91 万元，占 2018 年利润总额的 9.61%。如果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实现预期收益，公司则存在因折旧和摊销大幅增加而导致

经营业绩下滑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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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公司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

东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39.95%、31.84%、26.17%。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完成后，净资产将大幅增加，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在短期内不能为

公司带来大幅增量效益，则公司净资产收益率面临短期内出现一定幅度下降的风

险。 

（十五）季节性因素的影响 

受民用建筑行业季节性施工影响，消防行业的经营呈现一定季节性。工程商

通常年初制定当年的工程与采购计划，并根据工程进度逐步实施，争取在年底前

竣工结算。消防产品安装时，往往处于一个典型工程的后期，因此对应的消防产

品采购在下半年较为集中。此外，第一季度又受到春节长假的影响，成为全年的

销量最小的季节。季节性因素可能会影响本公司不同季度的销售及盈利能力、现

金流量。 

上述风险为公司主要风险因素，请投资者特别关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第四节 风险因素”等有关章节，并特别关注

上述风险的描述。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北大青鸟环宇消防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8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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