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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关系

活动类别

R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名

称及人员姓

名

沃驰科技   金泼
大一互联   钱炽峰
东莞证券   朱则亮
国泰君安   李傲远
英大证券   王越超
长城证券   胡浩淼
鑫鼎基金   刘磊
国金证券   刘成楠
金元证券   骆林
华融证券   彭涛
招商证券   寸思敏
广发证券   王亚东
中国银河国际证券 李哲瀚
德邦证券   刘晓民
中投证券   唐梦莹
博时基金   陈婷婷
华夏基金   张航
富兴基金   朱春明
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孙闻
宏商资本   何益刚
深圳凯丰投资   田明华
前海开源基金   张伟
深圳微尚城     萧慧
深圳捷视飞通    蒋延春
深圳市泽视达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周玉国

深圳瀚信资产   蒋雨勋
深大龙岗创投   谢卓璇
安世半导体（中国）有限公司 张
鹏岗
深圳市哲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陈
波
铧信基金        林楚枫
华睿资本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伍佑平
深圳厚生新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姜
云峥
深圳利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栾凌
铭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李栋梁
深圳创维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陈大
庆
深圳前海伯克希尔金融控股有限
公司 董迎
深圳市前海银融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阳小军
康泓投资  郝立
东莞市宏商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陈炜强
海富凌资本   陈凌
第四范式     王宏伟

时间 2018年9月 20日  9:30-12:00

地点 深圳市福田香格里拉大酒店 3楼



上市公司接

待人员姓名

董事长：王刚先生

董事会秘书：陈志华先生

证券事务代表：宋历丽女士

投资者关系

活动主要内

容介绍

1、这次并购对两个公司的协同效应是什么？    

第一，我们三个公司的出身都一样，并且业务都和运营商紧密

相连；第二，IDC在新疆的量很大，我们建了大量的机房，以作存

储使用，因为现在安防对存储时间的要求远长于过去，所以我们建

了大量的IDC机房以满足需求。做完以后发现我们有大量的富余资

源，目前新疆大概有几十座IDC机房，我们这种资源和内地完全是

可以结合的。首先，在广东、上海和其他一些地区建。像后期制作、

动漫、冷备份我们是完全可以合作的，这就是我们的协同效应。我

们一旦要走出来的话，他们的 IDC和我们是共用的。沃驰科技是做

全国的运营商，他的客户和我们的客户都是有共性的，我们可以互

相带动，而且我们的客户、运营商是一个体系，电信、联通、移动

全国是一个体系，这个体系，无论是资源、技术等方方面面我们都

是互补的。

2、上市公司未来的主营业务会发生变化吗？

主营业务从收入的角度上说，目前没有变化。大一互联不到 2

亿，沃驰科技不到 3亿。刚才我也提到了我们深度合作的 2.0版本，

我们 2.0版本是朝消防物联网、景区物联网、旅游互联网的方向，

这些我们也一直在做，在向信息化方向延展。

3、半年报业绩下滑幅度比较大，想问一下具体原因。

新疆地区安防市场的整体投入存在周期性变化，公司主要业务

所在区域大规模工程施工期主要集中在每年的 5月到 11月之间，

受此影响，上半年公司的营业收入一般较少，下半年营业收入较多。

本年度第二季度，公司已大规模承接新业务，项目正在实施中，预

计将于下半年产生效益。与此同时，新疆本土市场需求仍在扩容，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教育系统已开始进行安防建设；大量装备建成

后运维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此外，新疆以外的西北各省份，云南以



及国外的中亚地区等也会参照新疆安防业务模式，大规模开展基础

建设，这些都可以支撑公司后续发展所需。智慧城市，交通信息化

等产业利好也逐步显现。

4、这次的并购为公司未来股权架构带来怎样的影响？您在股

权架构设计的时候，是否还会保留未来再次融资的通道？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102,500,000 股。按照本次交易方

案测算，不考虑配套募集资金对上市公司股本的影响，公司将发行

不超过42,973,916股普通股用于购买资产；若考虑募集配套资金，

公司将合计发行不超过 59,333,309股普通股，交易完成后，公司

总股本将由 102,500,000股增加到161,833,309股，公司大股东王

刚的持股比例将由 37.7% 调整为 23.88%，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未来，公司在不断推动自身信息技术服务业务增长的同时，也将加

强外部移动增值电信业务和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领域的机会布局。

公司将审慎关注此类对公司未来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具备长期协同

效应的并购机会，从而实现公司长期战略。（以上数据为重组草案

测算所得，尚未通过证监会审批，最终以重组实施公告数据为准，

请各位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5、沃驰科技和大一互联将如何完成对赌协议

沃驰科技自创业以来增长速度一直较快，现在还依然保持，与

立昂签署的业绩补偿协议中，今年是1亿。另外，沃驰科技未来布

局的文学这块业务才刚刚发力、刚刚起步，内部还在孵化，包括小

程序盒子、小程序游戏等还有很多孵化的项目，未来至少在对赌期

内，完成业绩问题不大。

从盈利情况来看，大一互联2016年度净利润约 1599.1万元、20

17年度 2428.33万元、2018年第一季度 603.69万元。大一互联历

史期实现了快速增长，2017年大一互联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5%，净

利润同比增长 51.86%，在行业快速增长的带动下，并且根据目前

的在手订单情况，预计 2018年实现收入增长 50%左右，从而带动

净利润快速增长，从行业增长角度分析，预计大一互联能够实现预



测收入和承诺利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6、能否介绍一下新疆安防行业的市场竞争情况？新疆 4G网

络还没有完全普及，对公司业务开展方面会不会有些影响？

首先，新疆的 4G早已布好，只是进行了流量的管控，而今年已

经陆续开放了，依我（王刚）个人判断，各个社会团体都在呼吁，

今年内、明年初全面放开 4G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5G的到来，新

疆提的口号是“一年夯实、两年巩固、三年常态化”，去年和今年

就是巩固、提高的过程，在后年，按照新疆的治疆方略，应该是常

态化了。 现在的立昂在安防领域项目很多，为了保证签订合同以

后，要按照约定的时间给人家完成，公司在承接项目也都是具有选

择性的接，而且今年 3月份以后新疆的安防都是要过会的，所有的

业务都是有财务计划的，所以今年也财务不是问题。

新疆是一个应用场景非常丰富的区域，有各种各样的需求，我

可以自豪地说，能在新疆区域内把安防做好，在全球任何一个区域

都可以做好。

7、新疆 4G 马上放开了，但是如果放开的话，也得维持好几

年才能再建 5G，这一块对公司的业务影响大不大？

国家政策我（王刚）也不好把握，我只能说新疆 5G不会受太大

影响，5G应该在明年底开始可能会商用，对新疆，明年底或者后

年会陆续做，同时我们现在也在积极准备在相关的路灯杆、铁塔租

赁等相关项目。在甘肃、贵州、宁夏、四川等其他区域也都在做这

方面的工作。运营商业务收入大概占公司总收入的 30%多，其中又

有20-30%在外省，所以新疆即使是 5G上得慢，对我们影响也不大。

    

8、运营商这一块的业务，利润怎么样？

如果一个企业不创新，不去搞新的领域，老固守在传统的业务

领域，就是做得再好，毛利率都很难提高，所以如何把新技术在原

有的传统领域落地也是我们不断研究的方向。比如说我们在做运维

过程中把人工智能加进去，压缩成本。再比如说我们在做运维的时



候，既做通信的运维，同时也做安防的运维，采取等等一系列的手

段提高利润。

9、新疆安防，像很多无人区附近设施都已经比较全了，那运

维这一块我们有没有比较好的盈利模式？

我们现在正在搭建一个智能运维平台，这个平台前不久乌鲁木

齐的市委书记来视察，也觉得挺好。这个平台我们几年前就打造了，

只是投入的研发比较弱。刚才我讲到，安防有海康的系统、大华系

统、宇视的系统等等，系统不一样、设备不一样、产品不一样，要

把它纳到一个大的运维平台里，这本身有一定的小难度，但不是问

题，我们通过技术手段提高服务质量，降低运营成本，提高解决问

题的实效性，这是我们想做的，也正在做的。

10、这次两个并购，是围绕 IDC 和电信业务，将来立昂在 2.

0、3.0版本并购的时候，重点关注的业务领域和范围有哪些？

公司还是围绕信息化业务为主业进行业务拓展。沃池科技虽有

一部分泛娱乐领域业务，但是它的比重占公司总比重不大。围绕信

息化这方面延展是我们坚持的方向，不会偏离。

11、目前“一带一路”业务在公司收入中的占比和未来的规

划？

此时此刻我们有两个代表团分别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前几天

公司董事会审议了一个关于向银行申请投标保函 9万美金的保证金

的议案，这是关于乌克兰项目的，正在进行招投标，大概是几百万

美金。格鲁吉亚，我们是做他的“清廉国家”项目，从 2016年开

始跟到现在，中亚国家信息化的状况相当于我们十年前，甚至更久，

无论是大数据、IDC、宽带、通信、包括安防等都非常落后，他急

需建立起这么一个现代的体系，需求量很旺盛。中亚国家中，大的

像乌兹别克，有2600万人口，哈萨克斯坦有 1000多万人口，其他

一般国家就四五百万人口，像格鲁吉亚也就 400万人口。我们的目

的就是做有把握的项目，如罚没项目和欧盟基金的项目，我们最近

在乌克兰做的项目是欧盟基金支持在做的。“一带一路”确实值得



做，但不能盲目，不能为了故事而故事，要脚踏实地，这是我们得

到的一个体会。我们在这个领域浸泡了十几年，我对这些国家非常

熟悉。我1994年、1995年就在俄罗斯哈萨克做设计，以前在邮电

设计院，替他们国家做程控设计，所以对他们通信体系、信息化体

系非常了解。这都是“一带一路”在做的，我们也沿着“一带一

路”在做，我们一直在努力，而且今年很可能就有比较大的结果。

12、公司上半年跟商汤科技成立了汤立科技，这个公司的市

场定位是怎样？目前的运营情况也想了解一下。

我们跟商汤是一个合资公司，商汤占 51%，立昂占 49%。合作的

出发点，是因为商汤 AI技术需要落地，尤其是看重了我们立昂在

安防领域是龙头，希望 AI赋能在安防这个领域上。同时我们立昂

在产业转型、信息化提升方面也有这样的诉求，基于这两方面就碰

撞在一起了。

 成立汤立，它的定位，就是希望把商汤领先的算法、最新技术

通过落地的公司，由它来承接做具体解决方案，然后落地具体的应

用当中去。汤立公司，今年1月份刚成立，真正运行是在 4月份。

在这小半年时间，也已经研发了几个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包括落

地在新疆几个行业的，也包括在司法领域，刚才王总也提到了，培

训中心、监狱需要有基于人脸识别的解决方案，在运营商、金融行

业也是有一些基于人脸识别的考勤系统，对于厂房企业、学校点名

系统，汤立也计划承接其中 AI的技术部分，由实体公司来做开发，

变成一个解决方案，能够有交付的能力。汤立科技还是能够发挥双

方的优势，双方对这个公司的发展前景也是非常看好。

 同时，补充一下，立昂不光在安防领域，在智慧城市、物联网、

大数据、云计算、IDC 和移动互联网，这几个领域都有涉足。在

“AI+安防”领域我们现在是跟商汤有着紧密的合作，我们今后还

会在刚才讲的这些领域里面有更进一步的合作，刚才提到了第四范

式，也是会有类似的合作模式，我们正在深入的探讨。

13、沃驰科技的盈利状况怎样？



公司 2016年度净利润 3550.76万元、2017年度 8452.1万元，

截至目前，公司在手订单基本覆盖三大运营商主要基地平台，发展

势头良好。2018年上半年与预计情况一致，较同期有一定比例增

长，预计完成业绩对赌问题不大。

14、请问公司运维业务的毛利率大概是多少？具体包括什么

业务？

公司运维业务毛利率在 20%左右，业务量与毛利率成正比。新疆

运维主要由：视频监控探头、运营商的运维市场、政府的信息化平

台运维为主要业务。

15、请问标的公司大一互联目前签客户的模式是什么？

如果与运营商承包机柜，则分别与运营商、客户签订合同；如

果是自有的机柜，就直接与客户签订服务合同；带宽资源是与运营

商签订后再租出去。广州目前机柜模式有 3种：第一种是把运营商

的承包过来转租出去。第二种是自建的机柜，需要挂运营商的牌子，

租给运营商采购部门，再从销售部门返租，再租出去。第三种是机

房是自有的，通过自己的传输光纤把带宽引进，自己与客户签。

16、请问目前大一互联与立昂合作建机房，是什么模式？

目前和电信的合作中场地和机房由公司来建设。和大一合作主

要考虑把新疆IDC和内地IDC业务联合起来，把业务拓展向全国。

17、公司未来 IDC业务计划去哪些城市拓展？

如果大一互联并购成功，IDC业务的重要市场还是北上广深一线

城市，另外成都、武汉、西安等二线城市都有计划。

18、未来 IDC业务的大致规划，大概自建多少个机柜？是根

据需求来建造吗？自建的机柜毛利率高吗？

合作以后近期规划自建 10000个自有机柜，远期可能更多；是

根据客户需求量来建造的；自建比转租毛利率多15%左右。

19、请介绍一下立昂技术未来并购方向。

立昂技术将从技术层面加大投入力度，原创、高科技、小体量

的公司是主要方向。未来会考虑并购欧美、以色列的高新技术企业。



20、请介绍一下立昂技术今明两年的目标。

立昂技术将仍以安防信息化为主。业务包括五个方向：兵团安

防建设；雪亮工程；人工智能落地；安防运维、智慧旅游、智能停

车、智慧社区等各类信息化平台运维。未来也会在4G建设、5G布

局上加大力度，加大通信业务拓展。

21、请问公司去年也有并购 IDC企业的意向，为什么对 IDC

业务情有独钟？

公司本身对 IDC业务比较熟悉，也承接了不少IDC业务，公司看

好未来IDC业务的发展趋势，并购 IDC企业会迅速带来人才、技术

和市场，业务区域也拓展至内地。

22、请问标的公司沃驰科技所在行业规模？

沃池科技行业很分散，但是容量足够大，行业有 400多亿的市

场规模。用户对网络消费的接受度非常高，未来行业规模将逐步扩

大。

23、请问大一互联现有前几大客户稳定吗？

大一互联前十大客户占比比较平均，不存在寡头客户问题。

24、请问标的公司沃驰科技的发展前景如何？

沃驰科技未来将在现有 B端业务的基础之上，拓展 C端业务，在

保持移动增值电信业务的良好发展势头下把 C端业务做大做强，实

现良好运营发展。

25、请问大一互联今明两年的业绩增量主要来自于哪？

大一互联业绩增量主要由三块组成，第一块是目前服务的客户，

如互联网企业、政企客户等，随着业务发展会给公司带来一定的增

量；第二块是大一业务将向上海、北京、成都等地拓展，会带来区

域延伸的增量；另外一块是云业务、大数据等新型业务的应用，登

陆资本市场后有望获得新的增长空间。

26、请介绍一下公司安防业务的现状和未来规划？

新疆安防业务工作主要集中在下半年，未来公司将在运维业务

上开拓市场，实现业务双向增长。



27、请问公司未来 3-5 年的运营策略重点在哪？公司接下来

的项目主要在哪方面？

公司未来 3-5 年的运营策略重点在安防领域的深度运用、安防

运维、人工智能应用、IDC运营、移动互联网应用等。

28、请问公司以后在并购方面有什么打算？

公司并购的步伐不会停顿，首先，未来并购方向还会在信息行

业；并购标的选择会将技术的领先性作为一个考虑；再者，并购不

限于中国，海外也会考虑。

投资接待过程中，公司与投资者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与沟通，严

格按照《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等规定执行，保证信息披露的真

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没有出现未公开重大信息泄露等情

况，同时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签署调研《承诺书》。

附 件 清 单

（如有）

日期 2018年9月 20日 星期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