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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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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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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6667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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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股。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安车检测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300572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云彬

李亚惠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中 2 路 1 号深圳软件园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中 2 路 1 号深圳软件园
（二期）9 栋 4 楼 401 室
（二期）9 栋 4 楼 401 室

传真

0755-86182379

0755-86182379

电话

0755-86182392

0755-86182392

电子信箱

liyb@anche.cn

liyh@anch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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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行业情况
（1）我国机动车检测体系概况
1982 年前，我国机动车数量较少，未形成有效的机动车检测体系。1983、1984 年交通部陆续在辽宁
省朝阳市和大连市建立了机动车检验机构，标志着我国机动车检测行业正式起步。至今，通过建立并不断
修订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检测技术标准，我国已经逐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机动车检测体系。
我国在用机动车的强制性检测分为安全检测、环保检测和综合检测三类，前两者分别检测机动车的安
全性能和环保性能，后者的检测对象为营运车辆，检测内容包含安全性能、动力性能、经济性能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对
不同类型机动车的检测频率要求作出了明确规定，只有经检测合格的车辆方可取得检验合格标志，未取得
检验合格标志的车辆不得上路行驶。针对不同类型机动车，安全、环保和综合检测的频率要求如下：
机动车类型

安全检验

环保检测

综合检测

营运载客汽车

5 年以内，1 次/年；超过 5 年的，1 次/半年

各地 3 至 6 个月不等，
每年还需进行一次技
术等级评定检测

载货汽车和大、中型
非营运载客汽车

10 年以内, 1 次/年；超过 10 年的，1 次/半年

—

小型、微型非营运载
客汽车

6 年以内，1 次/2 年；超过 6 年的，1 次/年；
超过 15 年的，1 次/半年

—

摩托车

4 年以内，1 次/2 年；
超过 4 年的，1 次/年

—

拖拉机和其他机动
车

1 次/年

1 次/年

—

2014 年 5 月 16 日，公安部与质检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机动车检验工作的意见》
，对 6
年以内的非营运轿车和其他小型、微型载客汽车(面包车、7 座及 7 座以上车辆除外) 自 2014 年 9 月 1 日
起试行安检免检制度，但车辆如果发生过造成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的，仍应按原规定的周期进行检验。
根据公安部《关于贯彻实施〈关于加强和改进机动车检验工作的意见〉的通知》，试行非营运轿车等
车辆 6 年内免检政策自 2014 年 9 月 1 日（含）起实施。注册登记日期在 2012 年 9 月 1 日（含）之后的车
辆，可以适用免检 2 次的政策；注册登记日期在 2010 年 9 月 1 日（含）至 2012 年 8 月 31 日（含）之间
的，由于已检验过 1 次，可以适用免检 1 次的政策；注册登记日期在 2010 年 8 月 31 日之前的，仍执行原
检验规定。另外，自 2014 年 9 月 1 日起，对根据规定 6 年内免检车辆同时免予环保检验，具体规定以环
保部文件为准。（截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之日，环保部尚未发布相关文件）
新车下线检测正逐渐在各类大汽车制造厂中得到应用，对保障新车质量起到重要作用。
由于我国机动车检测行业发展时间较短，进入 21 世纪后汽车保有量才开始快速增长，许多潜在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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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车检测需求尚有待开发，一方面，我国汽车后市场的发展远远滞后于汽车保有量的增长，机动车维修检
测、二手车交易评估检测还未普及；另一方面，随着驾驶人安全和环保意识的提升，除强制检测外，为及
时了解车辆技术状况，保证行驶安全、减少环境污染，其主动参检需求将逐渐增加，国家在提高道路安全
水平以及节能减排方面的政策导向和不断增加的机动车检验机构为满足该需求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2）我国机动车检测整体技术水平
我国机动车检测技术的整体水平正处于行业发展第三阶段（智能化与网络化阶段）的起步时期。
1）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检测系统的控制精度，数据采集分析运算的准确性，管理系统和测量系统
的效率，检测过程的自动化与智能化程度，设备的生产工艺水平等方面均有待提升。尽管在强制性的检测
领域，我国已基本实现在用机动车检测设备的自主生产，但在对技术要求更高的汽车整车制造厂领域依然
主要被国际领先企业所占据。
2）联网监督与管理目前主要在部分地级行政区开展，仅少数省级行政区及部分发达城市已在使用或
建设全省安检联网监管系统，联网监督与管理的模式正在各地级行政地区全面推广，并逐渐延伸至全省的
联网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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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国机动车检测行业发展趋势
未来，我国机动车检测行业将呈现如下发展趋势：
1）对机动车检测系统供应商的技术实力和服务能力要求不断提升
从行业监管角度来看，随着机动车保有量逐年增加、社会关注度持续升温，机动车治理与管控的压力
不断加大，加上事故倒查机制的深化，行业管理部门势必加强对机动车检测行业的监管，对检测结果可靠
性的重视程度将进一步提升：一是通过修订检测标准不断提高检测系统的技术要求；二是加强对检测结果
的监控，检测结果异常的机构可能被要求停业或整改。联网监管系统的推广为上述监管提供了有效的技术
手段。从市场竞争角度来看，机动车检验机构的社会化经营使得检测行业竞争日趋充分，检测系统故障导
致停业或者检测流程设计不科学等均可能导致客户的流失，影响经济效益。因此为了保证业务顺利开展、
提高市场竞争力，除价格因素外，机动车检验机构将越来越重视检测系统供应商的技术实力和服务能力，
以获得质量可靠、技术先进的检测系统产品并得到及时有效的售后服务。
2）检验机构趋向规模化，要求机动车检测系统供应商提高实施项目的能力
随着机动车检测行业的发展，规模化、集团化的检验机构逐渐涌现，具体包括集安检系统、环检系统
与综检系统于一体的综合型检验机构和同时拥有多个机动车检验机构、检测业务多元化、地域分布广的车
检集团。值得一提的是，在综合型检验机构内，车主可完成所有机动车检测手续，大大节约了时间，该类
检验机构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且符合便民政策，未来将逐步成为建站趋势。
机动车检验机构购置检测系统多为整体招标或整体采购，要求供应商提供所有检测系统并完成整体方
案设计与实施。其中，综合型检验机构需要配备不同类型的检测系统，各检测系统需实现协同运作和统一
的智能化调度，相互间联系更加紧密，数据处理与存储的要求大幅提高；而车检集团往往资金实力雄厚，
对检测系统的技术要求更高，对多个站点间的联网和统一管理也有更多的需求。因此上述项目的实施难度
更大，要求供应商具备实施该类复杂项目的技术实力和实践经验，产品线单一、技术实力较弱的厂商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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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承担上述项目而逐渐失去市场份额。
3）行业联网模式将不断深化，为车联网的构建奠定基础
在检验机构内部，机动车检测系统经历了从单机运作到站内联网的发展阶段。从广义角度来看，检测
系统正经历着站内联网到与监管部门联网的过程。联网模式的演变对机动车检测业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包括业务流程、数据传输及存储模式等。未来机动车检测系统的联网模式将不断深化，逐步由单站点检测
向检测行业地级联网、省级联网乃至全国联网方向发展。检测系统取得的数据将实时进入数据链。通过各
检测体系、维修体系间的数据共享，行业主管部门将获得海量的机动车数据，为检测标准制定、业务指导
提供巨大帮助，进而推动检测系统的持续改进，也为汽车制造销售、汽车后市场等相关行业提供数据支持，
是未来车联网信息服务平台的核心资源。
（二）公司在行业中的水平
公司是国内机动车检测领域整体解决方案的主要提供商，是国内少数能同时提供机动车检测系统全面
解决方案和行业联网监管系统解决方案的企业之一。
公司为高新技术企业，是中国质量检验协会机动车安全检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单位以及中国汽车保修
设备行业协会、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中国计量协会、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工业车辆分会等组织的常
务理事、理事或会员单位。在 2013 年“中国汽保 30 周年”大会上，公司同时被中国汽车保修设备行业协会
评选为“中国汽保 30 强”、“中国汽保最具成长型企业”和“中国汽保科技创新优秀企业”，是全国仅有进入上
述名单的三家检测系统厂商之一，具体如下：
项目

中国汽保30强

中国汽保最具成长型企业

“中国汽保30周 本公司
本公司
年评选项目”中 佛山市南华仪器股份有限 石家庄华燕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获奖的检测系 公司
统生产企业
石家庄华燕交通科技有限 佛山市南华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中国汽保科技创新优秀企
业
本公司
佛山市南华仪器股份有限
公司
石家庄华燕交通科技有限
公司

目前，公司在机动车检测系统产品市场已覆盖全国除香港、澳门、台湾之外的其余全部 31 个省级行
政区划，客户包括各类检验机构、维修企业、汽车生产企业、高等院校或科研机构等。

（三）公司主要产品
公司是国内机动车检测领域整体解决方案的主要提供商，是国内少数能同时提供机动车检测系统和行
业联网监管系统的供应商，能够全面满足客户在产品与系统方案的设计、安装集成、运营维护以及行业监
管等各方面的需求。
公司客户主要包括全国各地的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机动车环保检验机构、机动车综合性能检验
机构、汽车制造厂、科研机构、维修企业及交通、环保和公安等行业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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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要产品包括机动车检测系统和检测行业联网监管系统两大类，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产品类别

具体产品

产品介绍

应用领域

机动车检测系统

安检系统

检测机动车行驶安全性项目

环检系统

检测机动车行驶尾气排放状况

综检系统

检测营运车辆的安全、经济、动力性能等

机动车检验机构、维修
企业、二手车评估机构
等

新车下线检测系统

根据客户需求定制化设计，满足不同车辆 各类汽车制造厂、科研
的下线检测需求
机构等
检测行业联网监 安检联网监管系统 实现公安管理部门与机动车安全技术检 机动车检测、维修行业
管系统
验机构的联网监督与管理
的联网监督与管理
环检联网监管系统 实现环保管理部门与机动车环保检验机
构的联网监督与管理
综检联网监管系统 实现交通管理部门与汽车综合性能检验
机构的联网监督与管理
维修企业联网监管系统 实现交通管理部门与二类以上维修企业
的联网监督与管理

除上述主要产品外，公司还围绕汽车应用领域积极开发其他产品。目前已实现销售的其他产品为驾考
系统，是基于高精度 GPS 定位和惯性导航的机动车驾驶人科目二、科目三考试系统，采用新的虚拟传感器
技术的全方位解决方案，可直接输出科目二、科目三在场地及道路考试中的判定结果，如车轮压线、车身
出线等，应用在各地的机动车驾照考试领域。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318,181,180.57

281,672,288.18

12.96%

240,819,292.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033,822.79

42,220,226.34

16.14%

36,508,068.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7,231,934.00

40,234,338.08

17.39%

34,595,390.34

122,955,653.51

103,612,870.19

18.67%

40,210,984.9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542

0.8444

13.00%

0.730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542

0.8444

13.00%

0.73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61%

18.15%

-1.54%

18.89%

营业收入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6 年末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874,607,917.81

507,890,637.22

72.20%

401,996,295.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06,430,881.56

253,719,103.08

99.60%

211,498,87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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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60,639,800.47

87,294,128.77

72,921,218.31

97,326,033.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39,225.24

19,187,878.06

13,672,517.87

10,134,201.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963,876.08

18,758,867.79

12,934,464.66

9,574,725.47

-21,958,263.10

41,189,032.23

61,498,020.35

42,226,864.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16,658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10,792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0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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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宪宁

境内自然人

28.12%

18,748,800

18,748,800

深圳市车佳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06%

9,374,400

9,374,400

王满根

境内自然人

5.58%

3,720,500

3,720,500

深圳市中洲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58%

3,720,000

3,720,000

浙江华睿德银创业投资有限公
境内非国有法人
司

4.18%

2,790,000

2,790,000

浙江华睿中科创业投资有限公
境内非国有法人
司

4.18%

2,790,000

2,790,000

南京华睿环保产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5%

2,500,000

2,500,000

曾燕妮

境内自然人

3.35%

2,232,000

2,232,000

上海桦黎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业（有限合伙）

3.29%

2,194,800

2,194,800

谢建龙

1.50%

1,000,000

1,000,00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上述股东中，贺宪宁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贺宪宁先生为深
圳市车佳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王满根先生为
南京华睿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间接持有南京华睿股份，与公司不存
在关联关系；华睿德银与华睿中科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与公司不存在
关联关系；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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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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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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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619号）核准，深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或“公司”）于2016年11月23日面向社会公众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667.00
万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13.79元，募集资金总额为229,879,300.00元。扣
除发行费用总额人民币27,630,145.00元后，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02,249,155.00
元。
公司是国内机动车检测领域整体解决方案的主要提供商，是国内少数能同时提供机动车
检测系统和行业联网监管系统的供应商，能全面满足机动车检测行业的检测和监管等各类需
求。报告期内，2016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31,818.12万元，同比增长12.96%；主营业务收入
31,808.62万元，同比增长18.66%；利润总额 5,841.55 万元，同比增长 16.28%；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03.38 万元，同比增长 16.14%。
公司采取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在确定合同订单后根据客户需求组织设计并开始采购和
生产。整个生产过程涵盖方案设计、软硬件设计研发、设备生产、整机组装、安装调试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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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报告期内，公司进行产品标准化实施，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满足客户需求，进而
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2016年检测系统产销量1373套，比2015年增加259套，增长率为23.25%。
2016年公司营业收入增长主要受益于机动车检测系统收入的增长。公司目前产品订单充
足，自主生产的机械台体产能满载，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公司在手订单约4.54亿元。随着
产能的进一步提升以及新产品的陆续研发，公司营业规模将进一步扩张。若行业继续向好，
则公司业绩将会呈现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公司重视研发投入和技术积累，长期致力于机动车检测核心技术的研发，被评为为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并作为主要单位参与《JT/T445-2008汽车底盘测功机》和《GB/T 26765-2011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业务信息系统及联网规范》等标准的起草工作。截止报告披露日，已形
成了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技术，除拥有38项专利及25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外还
拥有多项非专利技术。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机动车检测系统
检测行业（联网）
监管系统
驾考系统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286,192,328.38

137,652,135.39

48.10%

27.25%

30.09%

1.05%

28,398,296.63

14,550,908.48

51.24%

-34.21%

-32.55%

1.26%

3,495,555.56

328,968.45

9.41%

100.00%

100.00%

9.41%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 财务报表列报项目变更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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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于2016年12月3日发布了《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号）。
《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规定：全面试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营业税金及附加”科目名
称调整为“税金及附加”科目，该科目核算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
源税、教育费附加及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等相关税费；利润表中的“营
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项目。
《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还明确要求“应交税费”科目下的“应交增值税”、“未交增值税”、
“待抵扣进项税额”、“待认证进项税额”、“增值税留抵税额”等明细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应根据
情况，在资产负债表中的“其他流动资产”或“其他非流动资产”项目列示；“应交税费——待转
销项税额”等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应根据情况，在资产负债表中的“其他流动负债”或“其他非流
动负债”项目列示。
本公司已根据《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对于2016年5月1日至该规定施行之间发生的交
易由于该规定而影响的资产、负债和损益等财务报表列报项目金额进行了调整，包括将2016
年5月1日之后发生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和印花税从“管理费用”调整至“税金及
附加”1,600,340.69元；从应交税费重分类至“其他流动资产”1,866,801.35元；对于2016年1月1
日至4月30日期间发生的交易，不予追溯调整；对于2016年财务报表中可比期间的财务报表也
不予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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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董事长：贺宪宁
深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4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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