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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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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有强调事项段、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

性段落、其他信息段落中包含其他信息未更正重大错报说明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

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解释性说明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审计报告全文与本报告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鉴于2021年度公司未满足《公司章程》中利润分配的条件，综合考虑公司经营发展需要，董

事会拟定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不进行利润分配，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和其他形式的分

配。该预案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ST中安 600654 *ST中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凯 冯治嘉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1217号陆家嘴

金融服务广场11号楼6楼ABC单元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1217号陆家嘴金融服务广

场11号楼6楼ABC单元 

电话 021-61625175 021-61625175 

电子信箱 zqtzb@600654.com zqtzb@600654.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根据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公司归属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I65）”。 

1、安保运营服务行业情况 

据 GIR (Global Info Research)调研，2021 年全球保安服务收入大约 6,391,000.00 万美元，预计

2028 年达到 12,266,000 万美元，2022 年至 2028 年期间，年复合增长率 CAGR 为 10.6%。 

据中研研究院《2020-2025 年保安服务行业市场深度分析及发展策略研究报告》显示，从世

界安保服务市场的发展趋势看，安保行业的规模会不断扩大，原因：一是全球私有化趋势进一步

扩大，将导致安保服务进一步外包，特别是原来政府安保业务外包给市场，新兴国家市场的表现

会更加抢眼；二是工业化趋势会进一步持续，对基础设施的投入会不断增加，这势必将增加安保

产业的市场份额；三是全球城镇化趋势进一步扩大，人口更加集中，而安全隐患也会进一步增加。

四是全球中产阶级群体会进一步扩大，安全意识增强，安全需求扩大。 

根据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1 年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1,451.9 亿美元，

同比增加 9.2%，对“一带一路”沿线 57 个国家投资 203 亿美元，占同期总额比重达 17.9%。伴随

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逐步向取得与相关国家合作的机遇，但是可以看出部分“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存在较大的安全风险，甚至有些国家政局不稳、战乱频发、暴恐势力猖獗，国际安保问

题也将越来越尖锐，相应的“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对安保服务的需求将大幅度增加。 

2、智慧城市系统集成行业情况 

智慧城市是新时代开展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抓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赋予了数字时

代智慧城市发展更多新的内涵，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激

活数据要素潜能，已成为智慧城市发展的重要内容。近年来，通过国家政策引导、各部门协同推

进和各地方持续创新实践，我国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城市服务质量、治理水平和

运行效率大幅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作为促进数字技术深度融合

应用，加快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创新发展的重要载体，越来越多的地方选择将新型智

慧城市作为发展战略和工作重点。 

公司是国内较早从事安保运营服务、智能硬件制造和智能系统集成的综合服务商，能够为客

户提供覆盖“人身安全、工业安全、信息安全”等的整体解决方案。业务布局涵盖安保运营服务，

智能硬件生产，以及智能系统集成、工程施工等全产业链，公司通过在香港、澳门、泰国等“一

带一路”国家、地区及大洋洲设重要子公司开展安保运营服务，并在内地各大主要城市开展智能



 

 

硬件生产及系统集成业务。主要产品和服务广泛应用于金融、医疗、交通、科教、地产等领域。 

（一）公司业务 

1、国际业务板块 

公司国际业务（是指包括国内港、澳、台地区及国外）主要以安保运营服务业务为主，通过

在香港、澳门、泰国等“一带一路”的国家、地区及大洋洲的子公司，为各地区及国家的政府、

公共设施、大型企业、零售客户等提供安保物流、安防科技以及人力安防等服务。各国际子公司

均在当地拥有长期、稳定的客户服务经验，也是公司战略布局安防、安保全产业链的重要环节。 

公司位于香港的下属公司成立于 1977年，是香港仅有的两家三证齐全（人力安保、武装押运

及电子安防运营牌照）的保安企业之一，同时具有一类危险品许可证（License for Category 

1Dangerous Goods）、保安人员许可证（Security Personnel Permit）及枪支弹药持有许可证（“License 

for Possession” of firearms and ammunition）等 CIT 服务必须的资质；澳门卫安成立于 1990 年，

持有澳门警卫服务和武装押运的牌照，是澳门少数的资质齐备的保安公司，主要从事人力安保和

武装押运等业务；公司位于泰国卫安最早业务始于 1996 年，长期专注于泰国地区人力安保服务，

并按照国际化服务标准及当地行业规范建立了一套严格的服务及培训体系，具有人力安保培训的

业务资质，使保安服务的员工具备使用基本消防设备、通讯器材、技术防范设施设备和相关防卫

器械技能。 

（1）安保物流业务 

安保物流业务主要是为现金及贵重物品的转移提供物流管理服务，包括现金及贵重物品的武

装押运运输、存管、清点、转移等等。为了保障现金及贵重物品运输的安全性以及存储的安全性，

包括香港、澳门等地的下属公司不仅具备相关武装押运的运营资质，还具备完备的运输工具、防

护设备、员工资质以及严格安全防护操作准则。 

国际子公司在现金管理及贵重物品物流管理方面，配备超过 130 辆高规格装甲车，600 余部

防护枪械，每日为大至各类金融机构，小至零售商铺的营业网点提供现金及贵重物品的清点、转

运、互换及存储服务。在香港公司的现金处理中心（金库），拥有完善的现金点算、分类、核实以

及存管系统，不仅确保现金及贵重物品处理过程在高度安全的环境下完成，还能提供安全、高效

的分拣及投递业务；澳门卫安也根据银行金库标准建立了全钢金库。押运方面，通过武装押运车

及武装押运团队保障转运的安全性和高效性；存储方面，TRI-GUARD 全自动智能保险箱引进了

先进智能系统，为客户提供给银行金库级标准保险。 

（2）安防科技业务 



 

 

国际安保运营服务还涉及在客户端为其提供综合安防科技服务解决方案，包括提供电子安防

系统方案、智能身份识别方案、网络信息安全方案、CCTV 监控系统、视频分析服务方案以及零

售分析方案等。安防科技业务实质是将安防、安保设备进行智能化的系统集成，并按照客户需求

进行定制化地设计综合安保运营方案并实施，同时还会根据需要提供后续的设施管理和维护服务。

在境外疫情日益严重的情况下，香港卫安还推出了智能防疫方案，从安保人员安排到智能防疫设

备一应俱全。 

近年来，随着内地信息技术发展迅速，在安防系统集成领域，内地的智能化、数字化的服务

方案走在世界前列，因此公司内地智能系统集成业务经验与国际安防业务可以形成良性互动，内

地安防科技的技术方案也能为海外业务提供技术支持。目前，香港卫安、澳门卫安的下属公司均

可提供安防科技服务。新的业务发展方向上，公司逐渐加深与科技服务的融合，尝试部署如香港

与 CSD–Govt 合作的生命传感器、泰国与 CPN 合作的消毒机器人等项目。在大洋洲范围内，公司

持续寻找与本土企业的合作机会，以期获得更多政府的招投标项目。 

（3）人力安防业务 

公司国际业务中，人力安防包括人力安保、安全护卫以及安保培训业务等。下属的国际公司

经过长期的发展积淀，形成了长期、短期的人力安保服务服务方案。长期人力安保主要包括提供

定点安保、武装安保、个人安保等服务；短期人力安保主要包括各类大型活动的安全护卫、特定

人群疏散以及人群管理等服务。 

人力安防服务需要根据不同客户的需求，进行差异化的服务方案设计，卫安控股的人力安防

服务对象包括大型连锁零售商超、购物中心、银行、学校、医院、场馆、州政府、机场等；泰国

卫安则主要为航空公司、机场、酒店、商场、物业等客户提供安保系统解决方案，以航空公司为

例，则主要提供客户安全检查、行李保管寄存、滞留人员监察、地勤服务等机场配套服务，业务

遍及泰国各个地区。 

安保业务培训方面，香港卫安拥有经过专业认可的保安警卫培训计划，能提供受认可的基本

警卫资格；泰国卫安具有人力安保培训的业务资质。安保培训能够为各下属国际公司提供优秀的

安保人才，还能为公司带来广泛的客户资源，也是各公司在人力安防领域被行业认可的重要标志。 

公司下属的香港卫安、澳门卫安、泰国卫安及卫安控股不仅能为大型活动提供安保服务，也

在各自擅长的领域为客户提供长期稳定的人力安防服务。如香港卫安为香港机场提供行李寄存、

机场退税等服务；而泰国卫安通过长期为泰国各大航空公司提供安保服务，已经与泰国各大航空

公司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2、内地业务板块 

近年来，随着智慧城市建设在各个领域普及应用，公司将各内地（指国内除港澳台地区以外

的）子公司的优质项目资源进行整合，围绕智慧城市的智能系统集成业务，重点深耕“智能交通”、

“智慧医疗”、“网络信息安全”等三大领域，并设立三大事业部统筹各子公司的业务方向。内地

智能硬件制造板块，则主要从事智能安防和智能家居等硬件产品设计及生产，是智能系统集成产

业链的有效补充。公司内地业务情况如下： 

（1）智能硬件制造 

公司智能硬件制造板块的子公司，主要研发和制造物联网传感器、智慧家居产品、专业安防

设备，是新国标安全防范报警系统标准制定起草单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00)专家组重

要成员。产品主要有智慧消防报警器产品、安防报警器系统产品、智能家居传感器产品、华为智

选生态产品、周界防范产品、安全类探测器、智慧消防报警设备、智能门禁控制产品、停车场车

牌识别系统产品、访客登记产品、人行道闸产品、人体测温设备、输电线路监测专用摄像机产品、

网络高清智能摄像机产品、车（船）载监控摄像机产品、高空瞭智能摄像机产品、智能高清布控

球产品及相关软硬件配件等。公司严格把控产品质量，产品输出世界各地，广泛服务应用于多个

行业领域，与华为、海康威视、霍尼韦尔、融创等知名品牌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 

（2）智能交通 

公司的智能交通业务板块，应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技术，整合交通指

挥平台、视频监控、电子警察抓拍、交通信号控制、交通诱导发布、车载云台监视、智能公交、

机场铁路等子系统，实现了交通运行检测、交通运输分析、国民出行分析、交通战略决策等功能

的融合，使交通管理更智能化、精细化，提高了交通部门的决策分析能力和调控管理能力，提升

了公众出行的安全性和便捷性。现在建或已成功应用于苏州市公安轨道应急指挥中心警用智能化

系统集成项目,苏州市轨道交通 5号线工程黄天荡线网指挥中心 NCC集成项目，苏州国际快速物流

通道春申湖路交安监控项目，徐州轨道交通 2 号线视频监控项目,济南轨道交通 R2 线信号系统项

目,成都市娇子公交停保基地运营智能信息化及系统集成项目、成都市国际商贸城公交枢纽站公交

运营智能信息化及系统集成项目, 沪通铁路张家港高铁站站房综合体信息化项目等。 

（3）智慧医疗 

公司重视关注现代医疗每个环节，将智能化技术引入医疗业务板块，打造整体化智慧医疗解

决方案。该方案囊括医院业务信息系统（网上预约、自助挂号、自助付费、智慧导诊、医院信息

系统、实验室信息、影像管理、大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医疗常规净化系统（产科、实验室、层



 

 

流病房、洁净手术部、重症监护室 ICU、消毒供应中心 CSSD）、医院安全防范系统（人员车辆出

入控制、视频安防、异常自动报警、紧急广播、可视化电子巡更、全区域无线对讲）、楼宇控制系

统（楼宇自控、综合布线、网络建设、信息发布、能源管理、环境监测）等，可为医疗工作者和

病患创造更加舒适、便利、高效的现代化医疗环境。现在建或已成功应用于河北省沧州中西医结

合医院（三甲）净化项目，武汉市常青花园综合医院（三甲）净化系统项目，梧州市工人医院（三

甲）净化及智能化项目，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实验室项目，广元市度众颐养园（四川省重点建

设项目）智能化项目，上海崇明区方舱医院智能化项目等。 

（4）网络信息安全 

公司的网络信息安全业务板块可为政府、学校、银行等机构的信息化安全保驾护航。公司主

要通过安擎数据分析系统（海量数据收集、智能数据分析、数据可视化、自动化联动）和安视威

胁管理系统（安全攻击防范、设备和资产管理、设备安全准入控制、设备可控性检测、视频设备

风险漏洞报警）构建了一套成熟完善的网络安全解决方案，将应用与防御并重，实现了前端网络

设备与应用设备的迅速整合，提升了网络管理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让网络全栈感知、

安全无忧。现在建或已成功应用于宁波市东部新城治安监控系统项目，昆明市公安局互联网信息

监控中心项目，宁波市及下辖鄞州区人防工程智能化项目，苏州市吴中区天眼系统监控项目等。 

（5）其他智能系统集成业务 

除上述重点发展业务之外，公司还从事智能建筑、公共安全、智慧教育等类型的系统集成业

务。 

智能建筑系统包括综合布线、楼宇自控系统、计算机网络系统、视频音频系统、信息发布系

统、车辆管理系统、安防系统、IBMS、大数据分析平台等，落地于酒店、商业综合体、文体综合

体、社区等各类建筑中，使运营变得更加简单高效，让消费者拥有更好体验，如陕西煤业西安总

部研发基地智能化项目，习酒文化城、李子春包装物流园智能化项目，上海融侨中心（城市文创

地标性项目）智能化项目，天津国际会展中心智能化项目等。 

公共安全方面，公司结合公安、安监、监狱、消防、社管、环保等部门的实际需求，打造综

合性公共安全一体化平台，协助各部门进行事前监测、事中指挥调度及事后评估管理，从而提升

城市与乡村的常态运营、应急处理和安全管理水平。通过常规、垫资分期、PPP 等多种建设模式，

提供定制化服务，满足“平安城市”、“天网工程”、“雪亮工程”中治安、区域、交通、应急指挥

等管理和监控需求，如苏州市吴中区天眼系统项目，苏州工业园区公安分局派出所综合指挥室项

目，苏州市城市中心区活水联控联调系统项目，余姚市看守所智能化项目等。 



 

 

智慧教育系统包括收费管理、智能排课、接送服务、工资管理、学籍管理、资产管理、考勤

管理、人事管理、经营核算等。以各种应用服务为载体，将教学、科研、管理和校园生活充分融

合，提高管理效率的同时，优化学校资源分配，促进现代化网络信息教育进程发展，如苏州市西

交利物浦大学校园智能化项目，苏州大学在建校区智能化项目，西安体育学院体育场馆智能化项

目，河北省保定市（雄安新区）安置房配套小学及幼儿园智能化项目，中山大学深圳校区实验室

系统集成项目等。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4,022,653,661.49 4,629,666,515.76 -13.11 5,417,149,338.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45,837,025.70 92,612,010.94 -1,661.18 313,343,557.56 

营业收入 2,519,991,125.18 3,014,328,624.31 -16.40 2,893,998,292.23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

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

的营业收入 

2,519,840,024.42 2,494,434,284.69 1.02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96,069,377.23 -182,335,142.27 不适用 66,857,528.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66,261,192.77 -392,984,273.25 -145.88 -219,792,468.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8,893,763.56 17,941,501.48 -651.20 144,757,551.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8.26 -81.41 
增加309.67

个百分点 
26.9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7 -0.14 不适用 0.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17 -0.14 不适用 0.05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661,066,233.78 667,768,250.92 587,461,719.77 603,694,920.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63,035,578.12 -95,106,833.82 -160,116,954.99 -1,177,810,010.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56,320,058.74 -74,417,100.28 -68,282,429.47 -767,241,604.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8,644,653.41 -26,444,726.63 -31,838,889.19 18,034,505.67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0,18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7,784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深圳市中恒汇志投资有限公司 0 527,977,838 41.15 527,977,838 冻结 527,977,838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海仪电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0 51,606,004 4.02 0 无   国有法人 

许钢生 8,077,694 15,176,266 1.18 0 无   境内自然人 

张奕彬 816,000 8,250,892 0.64 0 无   境内自然人 

杨琪 900,000 6,718,900 0.52 0 无   境内自然人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聚利 11号单一资金

信托 
0 5,290,730 0.41 0 无   其他 

周云 -215,015 5,019,785 0.39 0 无   境内自然人 

党辉 2,310,800 3,993,500 0.31 0 无   境内自然人 

封标 0 3,716,300 0.29 0 无   境内自然人 

许钲京 380,000 3,100,000 0.24 0 无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亦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 公司所有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 
16 中安消 136821 2019 年 11 月 11 日 110,000 4.45 

报告期内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信用评级机构对公司或债券作出的信用评级结果调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2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指标 2021 年 2020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资产负债率（%） 135.92 98.00 37.9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966,261,192.77 -392,984,273.25 -145.88 

EBITDA全部债务比 -0.23   -0.23 

利息保障倍数 -6.46 -0.31 -1,983.87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5.20 亿元，较 2020 年同期减少 16.40%，主要系 2020 年

度公司处置投资性房地产产生其他业务收入所致，2021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较上年略有增长；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6 亿元。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2021 年，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为-144,512.47 万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2 条规定，公司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