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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55                            证券简称：安居宝                            公告编号：2019-035 

广东安居宝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安居宝 股票代码 30015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伟宁 骆伟明 

办公地址 
广东省广州开发区科学城起云路 6 号安居

宝科技园 

广东省广州开发区科学城起云路 6 号安居

宝科技园 

电话 020-82051026 020-82051026 

电子信箱 huangwn@anjubao.net weiming_l@anjubao.net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52,306,808.48 329,331,075.80 6.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9,374,288.99 16,272,453.46 80.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2,842,510.96 13,884,355.60 64.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8,816,329.70 -20,365,584.15 241.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41 0.0299 80.9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41 0.0299 80.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9% 1.41%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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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605,268,602.64 1,580,306,296.82 1.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88,607,861.71 1,167,358,662.60 1.8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6,26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张波 境内自然人 36.40% 197,777,419 152,347,623   

张频 境内自然人 26.26% 142,681,562 107,071,846   

李乐霓 境内自然人 0.94% 5,134,442 3,850,831   

袁慧敏 境内自然人 0.32% 1,740,943 0   

张瑞斌 境内自然人 0.30% 1,656,645 1,242,484   

金勤富 境内自然人 0.26% 1,431,689 0   

黄伟宁 境内自然人 0.21% 1,161,770 871,327   

王赞智 境内自然人 0.19% 1,046,612 0   

朱雷鸣 境内自然人 0.19% 1,032,700 0   

田晓明 境内自然人 0.18% 980,51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股东张波、张频、李乐霓三人为公司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63.60%股权；公司未

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袁慧敏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00 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740,843 股，合计

持股 1,740,943 股； 

股东金勤富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372,189 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59,500 股，合

计持股 1,431,689 股； 

股东王赞智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46,107 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000,505 股，合

计持股 1,046,612 股； 

股东田晓明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6,200 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954,316 股，合计

持股 980,516 股； 

股东许岳城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737,600 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98,803 股，合

计持股 936,403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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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一）报告期总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总销售收入35,230.68万元，同比增长6.9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2,937.43万元，同比

增长80.52%。报告期内，公司签订各类销售合同合计金额约61,116万元,同比增长19.27%。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板块销售情况同比如下： 

产品 2019年上半年 2018年上半年 销售收入同比增减 

销售量(套) 销售收入(万元) 销售量(套) 销售收入(万元) 

楼宇对讲系统 67.14万 19,153.66       62.50万         17,952.44 6.69% 

智能家居系统 8.02万 6,287.19         5.37万         3,710.53 69.44% 

监控系统集成 - 3,789.84 -         3,597.68 5.34% 

液晶显示屏 - 2,805.75 -         3,857.11 -27.26% 

停车场系统及道闸广告业务 - 2,150.58 -         3,239.00 -33.60%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160,526.86万元,负债总额38,923.56万元,股东权益总额118,860.79万元,资产负债率24.25 %。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开展情况 

1、楼宇对讲、智能家居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充分利用现有的营销服务网络，积极开拓市场，销售楼宇对讲产品67.14万套，实现销售收入19,153.66

万元，同比增加6.69%。 

报告期内，公司签订“安居小宝”销售合同约7,189万元，同比增长23.92 %；销售智能家居系统8.02万套，实现销售收入

6,287.19万元，同比增长69.44 % 。报告期内，公司楼宇对讲及智能家居市场占有率约为32.78%，同比上升6.64% 。 

2、停车场业务发展情况 

2019年上半年，公司停车场系统及道闸广告业务实现销售收入2,150.58万元，同比下降33.6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订单

量同比下降。 

3、监控系统集成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监控系统集成监控系统集成项目签订销售合同10,613万元，同比增长 218.61 %；实现销售收入3,789.84

万元，同比增长5.34 %。 

4、液晶显示屏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液晶显示屏实现销售收入2,805.75万元，同比下降27.26 %，主要原因是市场竞争激烈，外部订单量下降。 

5、研发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4,124.18万元，同比增加11.62%，累计拥有专利权201项，其中19项为发明专利、102项为实用新

型专利、80项为外观专利，累计拥有软件著作权66项。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要求执

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财会〔2019〕6号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企业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

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均按财会〔2019〕6号的规定编制执行。 

根据财会[2019]6号，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科目的列示： 

1、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科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应收账款”两个科目。 

2、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科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应付账款”两个科目。 

3、原“资产减值损失”、“信用减值损失”项目位置移至“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之后。 

4、原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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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或收益相关，均在“收到其他与经

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6、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的填列口径，“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

反映企业发行在外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的金额。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除上述影响外，不影响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相关财务指标。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广东安居宝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8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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