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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面广，完善激励机制，为公司未来发展做足准备 

——捷顺科技（002609.SZ）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点评 

 捷顺科技（002609.SZ） 

推荐  维持评级 
投资要点：   
 

1．事件 

10月 1日公司发布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本计划首次

授予的激励对象总人数为 826 人，占公司目前在册员工总数的

39.17%。本计划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不超过 1,100万股，占公司

当前股本总数 60,009.76 万股的 1.83%。其中首次授予 932.43 万股，

预留 167.57 万股。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每股 8.98

元。每期解锁的业绩条件为：（1）业绩考核指标以公司 2015 年净利

润为基数，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度公司净利润增长率分别不低

于 18%、40%、70%；（2）解锁期上一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不得低于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解锁期为：授

予日起满 12 个月后，在未来 48 个月内按 30%、30%、40%的比例解

锁。 

2．我们的分析与判断 

（一）、激励对象覆盖面广，解锁条件较高，彰显公

司长期信心 

此次激励计划覆盖面广，覆盖公司核心层。此前的员工持股计

划主要覆盖公司中高层，人数少。本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总人

数为 826 人，占公司目前在册员工总数的 39.17%。激励对象包括当

前在公司（包括子公司、分公司）任职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

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技术）人员，以及公司认为应当激励的对

公司经营业绩和未来发展有直接影响的其他员工。 

此次激励计划，每期解锁的业绩条件为：（1）业绩考核指标以

公司 2015 年净利润为基数，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度公司净利

润增长率分别不低于 18%、40%、70%；（2）解锁期上一年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得低于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

为负。解锁条件对业绩要求较高，彰显公司对未来发展的长期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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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数据 时间 2016-9-30 

A股收盘价(元)         17.95 

A股一年内最高价(元)   24.18 

A股一年内最低价(元)   11.99 

上证指数              3004.70 

市净率                11.27 

总股本（亿股）         6.00 

实际流通 A股（亿股）   3.01 

限售的流通 A股（亿股） 2.99 

流通 A股市值(亿元)     5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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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智能停车生态枝繁叶茂-16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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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完善激励机制，与员工持股、定增相得益彰，

为公司未来发展做足准备 

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已完成，员工持股价与现价接近，再加上较高

的杠杆率，体现了管理层对公司发展的超强信心。公司在 7月 20号

披露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购买完成，参加员工持股计划的员工一共

12 人，其中董事（不含独立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共 10 人。

涉及公司股票数量约 535.9 万股，约占公司现有股本总额的 0.89%。

买入均价为 17.34 元/股，锁定期为 12 个月。 

预计定增近期将正式完成，停车“互联网+”资金储备雄厚。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不超过 67,114,093股，募集资金超过 90%

将用于智慧停车及智慧社区运营服务平台项目。公司提出三年实现 2

万家停车场联网的目标，预计今年将推广停车场联网 6000-7000家。 

从员工持股、定增到限制性股票，公司实现内外利益一致，高管

到中层齐心协力，全面的激励方案为公司未来发展做足准备。 

（三）、NB-IOT加快共享停车落地步伐，内生外延加

快公司发展 

获取可靠的车位信息是停车服务系统的核心环节，智慧泊车是

NB-IOT 优先应用的领域之一。目前主流运营商及通信巨头正致力于

在停车领域推广 NB-IoT技术，公司作为智慧停车领域的领导者，积

极拥抱 NB-IoT技术，获得 2016华为全连接大会 NB-IoT智慧停车领

域最佳方案奖。 

公司目前聚焦住宅物业、商业两大细分市场，打造开放、共生的

综合服务运营平台，完成平台运营服务商的转型。公司积极发展软

件平台类产品（包括捷慧通智能管理平台、云服务平台、上海捷羿

城市通卡运营管理系统等）、发展以捷顺通为主的第三方支付业务、

发展移动端应用产品，围绕停车和社区，加快并购、投资步伐。以

“智慧停车及智慧社区”为基础，转型平台运营服务商成效显著。 

3.投资建议 

受益于国家政策以及公司在互联网化、智能化的技术积累，公司

的收入与利润增速保持强劲势头。预计在未来 3-5 年内，我国停车

场建设高速增长趋势不会改变，公司的行业地位和技术优势难以撼

动，在传统主业方面有望维持高速稳定地增长。公司作为智慧停车

龙头，未来有望与物联网、新能源汽车结合，想象空间巨大。维持

盈利预测，预计公司 16-18 年 EPS 分别为 0.34、0.44 和 0.56 元。

维持“推荐”评级， 6 个月合理估值 25-30元。 

4.风险提示 

合作不及预期，竞争加剧。 



  

 

公司点评报告/计算机行业 

请务必阅读正文最后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公司免责声明。  

2 

 

2 

盈利预测与财务指标 

项目/年度 2015A 2016E 2017E 2018E 

营业收入（百万元） 651  813  1004  1231  

增长率（%） 18.67% 24.80% 23.59% 22.60% 

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百万元） 144 202 265  338 

增长率（%） 44.82% 39.65% 31.67% 27.36% 

每股收益（元） 0.24 0.34 0.44 0.56 

PE 74.65  53.54  40.66  31.93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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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标准 

银河证券行业评级体系：推荐、谨慎推荐、中性、回避 

推荐：是指未来 6－12 个月，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超越

交易所指数（或市场中主要的指数）平均回报 2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谨慎推荐：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超越交易所指数（或市

场中主要的指数）平均回报。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中性：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与交易所指数（或市场中主

要的指数）平均回报相当。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回避：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低于交易所指数（或市场中

主要的指数）平均回报 1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银河证券公司评级体系：推荐、谨慎推荐、中性、回避 

推荐：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超越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回报

2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谨慎推荐：是指未来 6－12个月，公司股价超越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

回报 10%－20%。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中性：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与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回报相

当。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回避：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低于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回报

1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沈海兵，计算机行业证券分析师。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

格并注册为证券分析师，本人承诺，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清

晰准确地反映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不曾因，不因，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意见或观

点而直接或间接受到任何形式的补偿。本人承诺不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和执业过程中所掌握

的信息为自己或他人谋取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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