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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北京安博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的回复 

 

大信备字【2019】第 27-00012 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于 2019 年 8 月 1 日转发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已收悉。

作为北京安博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的审计机构，大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信所”或“我们”)会同发行人、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着

勤勉尽责、诚实守信的原则，对贵所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讨论和分析，现将有关问题回复如

下： 

 

一、发行人提交了 2019 年半年度未审财务报表，公司未经审计的 2019 年半年度营业收

入为 7165.76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286.65 万元，上年同期分别为 6391.59 万

元、264.42 万元。请发行人：（1）补充提供 2019 年半年度审计报告；（2）量化分析 2019

年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大幅增加的原因；（3）说明公司主要经营模式是否发生重大变化。请

保荐机构和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一）补充提供 2019 年半年度审计报告 

发行人已提交 2019 年半年度审计报告。 

（二）量化分析 2019 年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大幅增加的原因 

根据发行人经审计的 2019 年 1-6 月份财务数据，2019 年上半年及去年同期主要利润表

项目金额及其占营业收入比例情况列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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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 1-6 月 变动率 

2019vs2018 金额 占收入比重 金额 占收入比重 

营业收入 7,165.76 100.00% 6,391.59 100.00% 12.11% 

营业成本 2,667.45 37.22% 3,017.62 47.21% -11.60% 

期间费用 3,015.67 42.08% 2,978.75 46.60% 1.24% 

其他收益 798.25 11.14% 328.34 5.14% 143.12% 

营业利润 1,569.72 21.91% 170.69 2.67% 819.63% 

加：营业外收入 46.15 0.64% 94.60 1.48% -51.22% 

利润总额 1,615.86 22.55% 265.29 4.15% 509.09% 

减：所得税费用 225.20 3.14% 84.84 1.33% 165.44% 

净利润 1,390.67 19.41% 180.44 2.82% 670.71%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464.49 20.44% 264.42 4.14% 453.85% 

通过上述利润项目简表可知，营业成本占营业收入的比例相较于去年同期下降 9.99%，

期间费用占比减少 4.52%，其他收益增加 6.00%；相比去年同期，本期营业成本金额减少 11.60%，

期间费用增加 1.24%，其他收益增加 143.12%。该三项利润表科目的变动是 2019 年上半年净

利润大幅增加的主要影响因素。 

1、毛利率相对较高的嵌入式安全网关和网络安全服务收入增幅较大，而毛利率相对较

低的虚拟化安全网关的收入降低，使得 2019 年上半年综合毛利率同比增加 9.99%。 

2019 年上半年及去年同期，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产品的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 

同比变动 

毛利 

毛利变动

金额 

营业收入 毛利 

网络

安全

产品 

安全网关产品 6,285.52 7.36% 3,696.16 854.62  5,854.51 2,841.54 

其中：嵌入式安全网关 4,694.95 73.74% 3,346.61 1,540.57  2,702.29 1,806.04 

虚拟化安全网关 1,590.56 -49.54% 349.55 -685.95  3,152.22 1,035.50 

安全管理产品 520.92 2.00% 490.85 -19.62  510.69 510.47 

小计 6,806.44 6.93% 4,187.01 835.01  6,365.19 3,352.00  



 

8-2-3 

项目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 

同比变动 

毛利 

毛利变动

金额 

营业收入 毛利 

网络安全服务 359.32 1,261.58% 311.30 289.34  26.39  21.96 

合计 7,165.76 12.11% 4,498.31 1,124.34  6,391.59  3,373.97 

2019 年上半年，嵌入式安全网关收入增长较快，比去年同期增长 73.74%，且贡献了较

大的毛利金额，而虚拟化安全网关销售收入下降，比去年同期下降 49.54%，使得毛利减少

685.95 万元，上述两类产品销售收入的变动对当期利润的影响较大。 

各类产品的毛利率、收入占比及毛利贡献率列表如下： 

项目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 1-6 月 

毛利率 收入占比 

毛利贡 

献率 

毛利率 收入占比 

毛利贡 

献率 

嵌入式安全网关 71.28% 65.52% 46.70% 66.83% 42.28% 28.26% 

虚拟化安全网关 21.98% 22.20% 4.88% 32.85% 49.32% 16.20% 

安全管理产品 94.23% 7.27% 6.85% 99.96% 7.99% 7.99% 

安全服务 86.64% 5.01% 4.34% 83.22% 0.41% 0.34% 

合计 62.78% 100.00% 62.78% 52.79% 100.00% 52.79% 

注：毛利贡献率=毛利率*收入占比 

通过上述列表可知： 

2019 年上半年，毛利率相对较高的嵌入式安全网关产品收入占比大幅提高，是当期毛利

的主要构成部分，对当期毛利率贡献率为 46.70%。2018 年下半年公司与华为建立合作，向

其销售的产品主要为嵌入式安全网关产品，2019 年上半年公司对华为实现嵌入式安全网关产

品销售收入 998.41 万元，占当期嵌入式安全网关产品收入比例为 21.27%，对当期毛利贡献较

大；此外 2019 年上半年主要采购嵌入式安全网关纯软件产品的迈普通信和北京汉本软件技

术有限公司采购金额上升，也使得 2019 年嵌入式安全网关毛利率高于 2018 年同期，提高了

毛利水平。 

低毛利率的虚拟化安全网关产品由于收入占比下降，对 2019 年上半年毛利贡献率仅为

4.88%。虚拟化安全网关产品的毛利率相比去年同期波动幅度较大，毛利率下降 10.87%，主

要原因为：2018 年上半年公司客户根据其自身需求，采购的虚拟化安全网关产品主要以 R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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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服务器为硬件载体，采购平均成本较高，相应的软硬件配置较高，售价也相对较高，大

幅提高了平均销售单价，导致产品毛利率较高；2019 年上半年主要以低端 R730 系列服务器

为硬件载体，采购平均成本低，相应配套软件价格较低，使得产品毛利率下降。  

安全服务收入中，2019 年上半年对锐捷网络实现的网络安全产品运维服务收入 272.55

万元，占当期服务收入比例为 75.85%，对当期毛利贡献增加。 

2、2019 年上半年期间费用增长 1.24%，但占营业收入比重略有下降 

2019 年上半年销售费用占收入比相较于去年同期减少 4.49%，主要原因在于：公司与客

户发生业务往来后，公司主要依靠自身技术优势及为客户创造价值与客户保持长期的业务往

来。为开发网络安全行业内厂商客户，并提高销售人员的效率，2019 年上半年公司招聘了部

分经验丰富的销售人员，而工作经历较浅的销售人员离职，使得总体销售人员职工薪酬低于

上年同期。 

公司研发投入的不断增加使得研发费用较去年同期增长 16.68%，占收入比重相比去年增

长 0.69%，职工薪酬及差旅费等小幅增加导致管理费用较去年同期增长 4.59%，占收入比重

比去年同期减少 1.00%；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需求，2019 年上半年借款金额高于去年同期，

导致财务费用占收入比增加 0.29%，期间费用总体变动幅度较小，对当期净利润影响也较小。 

3、其他收益（增值税退税收入）金额增幅较大 

公司根据当月实现的符合增值税退税要求的软件产品收入进行退税申报，根据实际收到

退税款日期确认“其他收益”。申报退税时间与实际收到退税款存在一定的时间差。由于营

业收入的增加，使得公司其他收益金额增幅较大，尤其公司 2018 年第四季度的软件产品收

入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得 2019 年收到的退税款项增加。 

综上，2019 年上半年毛利率相对较高的嵌入式安全网关产品及网络安全服务收入增加，

毛利率相对较低的虚拟化安全网关产品的销售收入减少，在其共同影响下，导致公司毛利相

比去年同期大幅增加；同时，期间费用的增长率低于营业收入增长率，2019 年上半年实际收

到的增值税退税款高于去年同期，导致 2019 年 1-6 月净利润同比大幅增加。 

（三）说明公司主要经营模式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2019 年上半年，公司继续定位于上游软件平台与技术提供商，通过直销模式向行业内各

大产品与解决方案厂商销售网络安全软件和软硬一体化的网络安全产品，并为客户提供网络

安全服务，公司主要经营模式，包括研发模式、采购模式、生产模式和销售模式等均未发生

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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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核查意见 

我们核查了发行人 2019 年上半年的产品销售情况，分析了各类型产品营业收入的变动

及对利润的影响，对利润表各主要组成要素变动情况进行了分析，核查了期间费用情况，通

过核查收入变动、成本变动、期间费用变动、合同签署情况等方式了解发行人经营模式变动

情况。 

经核查，我们认为：发行人 2019 年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大幅增长主要是由各类型产品收

入占比变动、期间费用的变动及增值税退税的增加引起，由于发行人的销售收入具有季节性，

上半年产生的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占全年的比重较小，部分客户在上半年的订单会对利润情况

产生较大影响，使得与同期相比变动幅度较大。2019 年上半年公司主要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

变化。 

 

二、发行人与客户签署的主要产品销售合同中约定了后续维保服务，“承诺提供在最终

验收合格后原厂 3 年的免费维护和维修。”请发行人结合行业惯例和历史数据情况，说明未

计提预计负债的合理性。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与客户签署的主要产品销售合同中约定了后续维保服务，“承诺提供在最

终验收合格后原厂 3 年的免费维护和维修。”请发行人结合行业惯例和历史数据情况，说明

未计提预计负债的合理性。 

公司与客户合同中约定的后续维保服务，其实质为质量保证义务，公司不对销售的产品

提供其他后续维保服务。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针对产品质量保证责任计提预计负债的情况如下：  

可比上市

公司 

会计政策段对

产品质量保证

责任预计负债

的披露 

递延所得税披

露中是否包含

产品质量保证

责任负债 

预计负债科目

披露中是否包

含产品质量保

证责任负债 

其他应付款科目

披露中是否包含

产品质量保证责

任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科

目披露中是否包

含产品质量保证

责任负债 

启明星辰 无 无 无 无 无 

绿盟科技 无 无 无 无 无 

深信服 无 无 无 无 无 

迪普科技 无 有 有 无 无 

任子行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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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述资料来源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定期报告及招股说明书。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中，除迪普科技以外，其他公司均未就产品质量保证责任计提预计

负债。迪普科技与公司业务模式存在一定差异，迪普科技自主开发软件并自主加工硬件产品，

向客户销售软硬一体化产品，因此其计提预计负债用于预提售后维保支出。  

科创板申报企业恒安嘉新、山石网科、安恒信息等公司计提预计负债的情况如下： 

可比公司 是否计提预计负债 具体情况 

恒安嘉新 是 

对一般类销售合同，通常按确认收入金额的千分之六计提产品质量

保证费用；对于特殊类合同，如金额较大（3,000 万以上）或含有特

殊保修条款，可个别计提产品质量保证费用 

山石网科 是 
产品质量保证为或有事项，报告期内将其确认为预计负债，质量保

证金的计提比例为相关产品销售收入金额的 2% 

安恒信息 无 - 

注：上述资料来源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招股说明书或公开披露的文件。 

由上可知，依据公开披露的信息，同行业公司中，迪普科技、恒安嘉新、山石网科计提

了预计负债，而启明星辰、绿盟科技、深信服、任子行、安恒信息未计提预计负债。  

公司销售的产品为纯软件产品和软硬一体化产品，对于该两种形态的产品，在关于质量

保证方面的情况如下： 

第一、公司销售的软件产品均为标准化产品，软件技术成熟，客户在与发行人交易之前，

会对该等软件进行系统性测评，在测评结果满足其要求后才与发行人签订合同或协议，在完

成交付验收后可以保持稳定运行。实际业务中，基本无需再提供后续维护服务，客户如遇应

用操作问题，由公司售后技术支持人员提供远程指导，该部分售后支持人员人工成本归集计

入销售费用，无其他额外成本发生； 

第二、公司销售的包含硬件的软硬一体化产品，硬件均通过外购取得。公司会按照与客

户质保期的约定，与硬件产品供应商约定匹配的质保期。 

虚拟化安全网关在质保期内如果因为纯硬件原因发生维修义务，这些服务器品牌如戴尔、

宝德拥有比较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公司会联系戴尔、宝德等供应商及时响应客户需求； 

对于嵌入式安全网关产品，对因为硬件质量问题发生故障需要进行维修服务的情况，根

据公司与硬件产品供应商签署的合同规定，相关维修支出最终由硬件提供厂商实际承担。 

公司因承担质量保证责任而需履行相关维修义务的情况甚少，即使偶然发生这种情况，

公司承担的成本为协调硬件供应商进行维修而发生的人力成本，金额较小，公司未单独核算

该部分费用，根据相关人员发生的成本计入管理费用或销售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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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根据重要性原则，公司未对产品质量保证责任计提预计负债，公司对此的会计处

理符合行业惯例。 

（二）核查意见 

我们查阅发行人报告期内主要客户的产品销售合同/订单，查看合同/订单中对售后服务/

保修期及服务标准相关条款的约定，查阅了发行人与供应商签署的合同对质量保证及责任条

款的约定；向发行人了解关于维保服务相关的具体内容，核查发行人关于质保情况的会计处

理；查阅同行业可比公司财务报表等公开披露信息；结合发行人合同条款约定、产品质量保

证义务历史执行情况等，评价发行人有关预计负债的处理是否合理。 

经核查，我们认为：发行人因承担产品质量维保服务而发生未来支出的可能性极小，因

硬件质量保证责任而可能发生的支出基本可以确定能够转移至供应商；根据重要性原则，发

行人未对合同约定的后续维保服务条款计提预计负债具备合理性，符合行业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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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项目合伙人） 

 

中 国  ·  北 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一九年八月五日 

 

 

 

 

 

 

 

 


	二、发行人与客户签署的主要产品销售合同中约定了后续维保服务，“承诺提供在最终验收合格后原厂3年的免费维护和维修。”请发行人结合行业惯例和历史数据情况，说明未计提预计负债的合理性。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