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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汉邦高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北京汉邦高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邦高科”或“公司”）

于 2018年 11月 23日收到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向我公司发来的《关于对北京汉邦

高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18】第 231号）（以

下简称“关注函”）。 

公司已于 2018年 11月 25 日对关注函做出回复，详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官方

网站 http://www.szse.cn/disclosure/supervision/inquire/index.html。现

将回复函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问题一、请结合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业绩增长情况、未来发展

战略、最近三年的每股收益情况、净利润和净资产增长情况等，详细说明此次

利润分配预案的确定依据及其合理性，转增方案与净利润、净资产增长情况的

匹配性。 

答复： 

（一）利润分配方案确定依据及其合理性 

1.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业绩增长情况 

行业特点：公司从事安防行业数字视频监控产品和整体解决方案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数字音视频内容安全监测、检测和智能分析服务等。根据证监会颁布

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所处行业为 C39 计算机、通信

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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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通过多年发展已成为国内领先的安防监控行业产品和系统服务供应商

之一。公司数字视频监控产品覆盖了监控摄像机、数字硬盘录像机等领域，可以

满足各类不同客户的需求。公司根据行业客户个性需求定制开发的行业整体解决

方案，广泛应用于金融、公安、交通、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其中包括城市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信息系统、公安多维数据侦查防控系统、公安可视化立体防控

系统等。公司曾先后获得“数字监控类安防十大品牌”、“安防行业十大品牌”、

“安防行业十大民族品牌”等荣誉。 

公司在发展安防业务同时，大力拓展数字音视频内容安全服务领域。其中包

括数字水印产品 VIEWMARK 系列及相关应用；互联网媒体内容安全监测、检测、

智能分析服务及相关版权保护应用服务产品；以及广电领域内容监测类的产品和

服务，例如广播电视监测系统平台、多源监测硬件平台等的软、硬件产品和服务

等。 

公司所处行业主要服务于政府、企业等行业客户，具有产品和技术更新迭代

快的特点，对企业的研发和技术有较高的要求。另外，部分行业解决方案业务存

在设计、实施周期长，服务标准高，资金到帐分阶段等行业特点。 

发展阶段：公司目前正处于战略发展阶段，业务领域不断扩大。公司所从事

安防行业经过十多年发展，历经视频信号由模拟到数字、数字到高清的发展，当

前处在由高清到智能的发展阶段。公司着力于由传统安防领域向智慧安防领域和

数字音视频内容安全服务发展。公司根据行业发展和市场变化，积极调整发展战

略，逐步减少对毛利低、竞争激烈、回款慢的部分产品线和业务领域的投入，加

大投入毛利较高、发展迅速、市场潜力大的内容安全服务领域，其中包括数字音

视频内容安全监测、检测、智能分析服务和版权保护技术服务等。 

业绩增长情况：公司自上市以来经过一段时间调整，业绩逐步开始走出上市

初期低谷，并在近两年得到有效增长。公司 2017年收入较 2016 年增长 24.78%,

净利润增长 48.98%。根据公司 2018 年业绩预告测算，预计公司 2018 年净利润

较 2017年增长应不低于 47.25%。 

2.未来发展战略 

公司成立至今历经多次行业和市场变化，面对激烈竞争和市场挑战公司积极



调整自身发展战略，努力把握未来发展机遇。当前传统安防市场经过近几年蓬勃

发展，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行业毛利率逐步降低。公司作为创业板上市企业，合

理利用资本市场平台，依托数十年技术沉淀和行业积累，结合企业自身特点，根

据行业发展方向和市场新趋势制定发展战略。 

安防业务：公司紧抓智能化发展机遇，着眼于安防技术在行业的应用和方案

解决能力。公司通过安防技术、大数据和 AI 算法应用，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

提高政府管理、企业运行的效率。公司对部分传统业务智能化升级的同时将采用

差异化竞争策略，深耕自身比较具备优势的行业领域，逐步形成包括金融行业、

公安行业、建筑行业等行业优势。 

内容安全：公司在当前广电领域内容检测业务经营稳定，并逐步优化产品架

构，实现市场占有率稳步提高。公司为客户提供的服务内容也由原来的内容信号

质量检测延伸到内容安全监测、检测。未来三年，公司在提高广电领域市场占有

率和业务服务深度同时，将重点拓展以新媒体、互联网行业为主体的数字音视频

内容安全服务业务，其中重点包括数字音视频内容安全检测、智能分析和版权保

护技术服务。 

3.最近三年的每股收益情况、净利润和净资产增长情况 

公司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及利润分配方案 

  单位：万元 

公司 2015 年登陆深交所创业板，并于当年实施了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10股的利润分配方案，之后

项目 2018 年度预计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股本 16,924.66 15,549.67 14,418.40 7,070.00 

净利润 7,000-8,300 4,753.86 3,190.93 4,545.17 

净资产 152,300-153,600 119,600.90 66,264.33 63,544.14 

每股收益 0.43-0.51 0.32 0.22 0.7 

未分配利润 32,700-35,500 28,525.52 24,208.07 21,953.59 

资本公积 99,480.00 77,461.00 31,640.11 32,715.13 

利润分配方

案 

拟每 10 股派发现金

红利 0.7 元（含税），

送红股 0 股（含税），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转增 8

股 

不派发现金红

利，不送红股，

不以公积金转

增股本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

利 0.22 元（含税），

送红股 0 股，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转增 0 股 

每 10 股派发现金

红利 1 元（含税），

送红股 0 股（含

税），以资本公积

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 



公司未有转增方案实施。 

自 2016 年以来，公司经营情况逐步改善，盈利能力逐渐提高。根据公司未

来发展规划，原有业务中毛利较高部分会继续得到夯实，新业务拓展会根据增长

需要持续投入，公司未来发展前景良好。王立群先生此次提议的以 2018 年 12

月 31日股本为基数，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7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8 股的利润分配预案，也是根据公司股本情况和业绩增长情

况制定，具备合理性。 

（二）转增方案与净利润、净资产增长情况的匹配性 

公司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变动分析 

项目 
2018 年度预计较

上年变动情况 

2017 年较上年

变动情况 

2016 年较上年变

动情况 

2015 年较上年变动

情况 

股本 8.84% 7.85% 103.94% 33.40% 

净利润 47.25%-74.59% 48.98% -29.80% -19.86% 

净资产 27.34%-28.43% 80.49% 4.28% 98.40% 

每股收益 34.38%-59.38% 45.45% -68.57% -34.58% 

未分配利润 14.63%-24.45% 17.83% 10.27% 17.81% 

资本公积 28.43% 144.82% -3.29% 380.54% 

自 2016 年以来，公司净利润、净资产持续增长。如按照王立群先生提出的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8 股的利润分配预案实施后，公司股本将

由1.69亿元增加至 3.04亿元，变更后公司每股净利润和每股净资产会相应摊薄。 

结合公司业绩增长情况与未来战略发展分析，王立群先生提出的利润分配预

案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和发展预期，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兼

顾了股东的即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体现了公司积极回报股东的原则，我们认为该

利润分配预案与公司成长性是相匹配的。 

问题二、请说明王立群、李朝阳、姜河、蒋文峰、伍镇杰最近六个月内是

否有减持计划，公司筹划本次利润分配事项是否存在炒作股价、配合股东减持

的情形。 

回复：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手方李朝阳、姜河、蒋文峰、伍镇杰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 12,210,868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7.212%，其中 3,663,257 股即公司总

股本的 2.1637%，已于 2018 年 10 月 10 日上市流通。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公司 2018 年 11 月 20 日下发的定期持有人名册显示，上述四人自限售股份上

市流通后均未发生减持行为。 

经与李朝阳、姜河、蒋文峰、伍镇杰询问核实，上述四人在 2018 年 11 月

20 日至今未发生减持行为，且在本次公司利润分配预案披露之日起未来六个月

内无减持计划。 

王立群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所持股份于 2018 年 4 月 26

日上市流通。2018年 4月 17日，王立群先生为维护二级市场稳定向董事会提交

了《关于锁定期满后十二个月内不减持所持北京汉邦高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的承诺函》，王立群先生承诺自锁定期满后十二个月内不减持其所持公司股

票。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部分董事、监事以及

高级管理人员锁定期满后十二个月内承诺不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2

018-027）。 

截至本关注函回复日，王立群先生严格遵守上述承诺，并无违背承诺行为。 

公司于 2018年 11月 22日早间披露了《关于 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预案的预披露公告》，公告中列示王立群先生在未来六个月内不排除

通过协议转让、大宗交易的方式引入战略投资者、纾困基金等合作方进一步化解

股票质押风险。相关计划需经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实施，公司会及时履

行相关信批义务。 

如该计划实施，作为上述股权受让方的战略投资者也会遵循在受让股份后 6

个月内不减持其所受让的该部分公司股份的原则。该事项不会扰乱公司流通市场

股价。故此次利润分配预案的预披露不存在炒作股价、配合股东减持的情形。 

问题三、请你公司说明此次利润分配预案的筹划及决策过程，以及你公司

在信息保密方面所采取的措施。 

回复： 

2018年 11月 20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王立群



先生听取了公司业务部门、财务部门的工作汇报。基于对公司 2018年前三季度

业绩报告披露业绩的分析及自身对公司 2018年第四季度盈利水平的判断，同时

考虑公司 2018年度未分配利润、资本公积金较为充足，并且公司 2017 年度因

有现金并购计划未进行利润分配，王立群先生初步拟定《公司 2018 年度利润

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预案》。 

2018年 11月 21日，王立群先生向董事会提交了《关于北京汉邦高科数字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提议及承

诺》，提议以 2018年 12月 31 日股本为基数，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7元（含

税），送红股 0股，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8 股，并建议将该预

案进行预披露。 

董事长王立群先生召集董事李坚先生、雷雨先生、谢疆先生在公司董事长

办公室对 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进行讨论，董事会秘书叶潇先生参与了讨论，

参与讨论的董事人数占董事会成员的半数以上。 

经过与会董事讨论，一致认为公司 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预案与公司成长性相匹配。目前公司正处于战略发展期，业务领域不断扩大。

公司利润分配预案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兼顾了股东的即

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体现了公司积极回报股东的原则，适应公司未来经营发展

的需要。上述现金分红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短缺，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有利于扩大公司股本规模，增强公司股票流动性，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和发展预

期，同时也充分考虑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和合理诉求。预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 

参与讨论的王立群先生、李坚先生、雷雨先生、谢疆先生意见达成一致后，

签署了《关于 2018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确认意见及承

诺》，承诺在董事会开会审议上述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时投赞

成票。董事会秘书叶潇先生组织了该次讨论会议，会议过程严格控制了内幕信

息知情人的范围，最大程度的缩短决策时间，并向与会人员申明了作为内幕信

息知情人对该次讨论严格保密的要求。同时，公司依照《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

备案制度》对当日参与讨论的人员进行登记。讨论结束后，公司依据王立群先



生的提议及讨论结果编制了公司《关于 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预案的预披露公告》，并于 2018年 11月 22日早间进行披露。 

经与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核实，未发现上述人员在知情期间存在买卖公司

股票行为。 

问题四、请你公司说明筹划利润分配预案前一个月投资者调研的详细情况，

是否存在向特定投资者泄露未公开重大信息的情形。 

回复： 

经核查：公司在筹划利润分配预案前一个月内未接受过投资者调研，不存在

向特定投资者泄露未公开重大信息的情形。 

问题五、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回复： 

经询问，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刘海斌在未来 6 个月内有减持的意向，截至

公司回复贵部当日，刘海斌先生未发生减持行为。刘海斌先生计划在未来 6个月

内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1%的股份，资金用于降低其股票

质押风险。目前公司尚未正式收到刘海斌先生《减持告知函》，如实施相关减持

行为，公司将按照规定提前披露减持计划。 

公司董事会未收到其他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拟在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披露后 6个月内减持的计划。 

除上述内容外，公司无其他应当说明事项。 

特此公告。 

 

 

 

 

北京汉邦高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1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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