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10

■ 2015年10月29日 星期四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000662� � �证券简称：索芙特 公告编号：2015-060

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请做好相关项目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

之补充反馈意见的回复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发行人” ）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已于2015年6月15

取得《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2015年 7月 29�日，中国证监会向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

发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151484号）。 根据该反馈意见通知书的相关要求，公

司于2015年9月24日披露了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之反馈意见回复。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请做好相关项目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以下简称《工作函》），公

司就《工作函》中的问题进行逐一核查。 现就中国证监会《工作函》中提出的问题回复如下：

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于请做好相关项目发审委员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回复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贵会《关于请做好相关项目发审委员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以下简称“函” ）的要求，保荐机构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保荐机构” ）会同标的公司审计会计师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计师”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律师” ）对相关问题进

行了认真研究、落实，现逐条进行说明并回复如下：

本回复中所使用的术语、名称、缩略语，除特别说明之外，与其在尽职调查报告中的含义相同。

目录

问题1、 申请人本次拟收购的天夏科技2014年、2015年1-6月收入分别为5.5亿元、2.5亿元， 较2013年的

9.964.12万元有较大幅度增长。 从客户构成来看，2014年及2015年上半年天夏科技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即来

自于第一大客户江西城市云信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城市云信息公司” ）的收入金额较高，分别

为5.2亿元、1.2亿元。 天夏科技与江西城市云信息公司签订的合同金额为8.6亿元。

江西城市云信息公司由江西赣州市南康区人民政府 （指定由南康区城市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代表政

府出资）与四川静谧投资有限公司分别出资0.3亿元和1.2亿元设立，注册资金为1.5亿元。

请申请人说明：（1） 四川静谧投资有限公司与天夏科技及其实际控制人和申请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是否

存在关联方关系；(2)与上述8.6亿元合同相关的政府采购，程序是否合规；（3）江西城市云信息公司是否已按

照上述合同约定向天夏科技付款；天夏科技按照上述合同约定所提供的具体服务内容及服务成果。 请保荐机

构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说明核查过程并发表核查意见。

请申请人说明与上述合同相关的收入确认的具体方法及合规性；如果系采用收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请

说明该方法的适用性，公司是否取得与工作量相关的可靠外部证据。 请会计师说明实施的与上述收入和应收

账款相关的审计程序以及获取的审计证据。 2

问题2、根据媒体质疑：（1）与上述8亿元合同相关的招投标，至2014年8月底，才确定中标单位；而天夏科

技至2014年9月30日已产生对江西城市云信息公司的应收账款1.7亿元；(2)2014年9月2日，某咨询公司受江西

城市云信息公司委托，发布《赣州市南康区智慧城市设计与实施项目招标公告》，该项目列示了智慧交通、智

慧教育、智慧城管、智慧社区四项目内容，招标预算金额合计金额仅为1.85亿元，与上述8亿元的合同金额相差

较大。

请申请人对上述事项进行解释说明，包括上述8亿元合同的签署时间、相关政府采购的中标时间、天夏科

技根据上述合同开始提供服务的时间、至2014年9月末确认的收入金额及合规性；上述招预算金额与8亿元合

同金额相差较大的原因及合规性。 请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 2

问题3、申请人申报文件中披露了与相关方签订的合同和框架性协议。 请申请人说明上述合同和框架协

议真实性及对双方的约束力，实现收入可能性，是否可能发生重大变更或撤销。 请保荐机构出具核查意见，并

说明核查过程、核查取得证据及是否能支撑核查结论。 2

问题4、申请人以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为由，公司股票自2014年5月26日起长期停牌，直至2015年1月5日公

告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并复牌， 随后于2015年1月12日起再次停牌。 本次发行选择的定价基准日为2015年1

月20日，定价严重脱离市场交易价格。请保荐机构进一步补充核查该等情况是否侵犯投资者利益，违反《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七）项的规定。 2

问题1、 申请人本次拟收购的天夏科技2014年、2015年1-6月收入分别为5.5亿元、2.5亿元， 较2013年的

9.964.12万元有较大幅度增长。 从客户构成来看，2014年及2015年上半年天夏科技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即来

自于第一大客户江西城市云信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城市云信息公司” ）的收入金额较高，分别

为5.2亿元、1.2亿元。 天夏科技与江西城市云信息公司签订的合同金额为8.6亿元。

江西城市云信息公司由江西赣州市南康区人民政府 （指定由南康区城市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代表政

府出资）与四川静谧投资有限公司分别出资0.3亿元和1.2亿元设立，注册资金为1.5亿元。

请申请人说明：（1） 四川静谧投资有限公司与天夏科技及其实际控制人和申请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是否

存在关联方关系；(2)与上述8.6亿元合同相关的政府采购，程序是否合规；（3）江西城市云信息公司是否已按

照上述合同约定向天夏科技付款；天夏科技按照上述合同约定所提供的具体服务内容及服务成果。 请保荐机

构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说明核查过程并发表核查意见。

请申请人说明与上述合同相关的收入确认的具体方法及合规性；如果系采用收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请

说明该方法的适用性，公司是否取得与工作量相关的可靠外部证据。 请会计师说明实施的与上述收入和应收

账款相关的审计程序以及获取的审计证据。

回复：

一、四川静谧投资有限公司与天夏科技及其实际控制人和申请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方关系；

（一）四川静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静谧投资” ）的基本情况如下：

1、静谧投资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四川静谧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号 510000000387868

住所 成都市锦江区梓潼桥西街2号1栋2单元19层1915号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姚泉江

注册资本 5,000万

成立日期 2014年6月3日

经营范围 (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商务服务业。

2、静谧投资的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姚泉江 5,000 100% 货币

合计 5,000 100%

3、静谧投资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执行董事、经理 姚泉江

监事 阮齐伟

（二）通过访谈、发放和收集情况查询表等方式核查了静谧投资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执行董事/经理姚

泉江、监事阮齐伟，发现：

1、姚泉江除了投资静谧投资、江西城市云信息公司之外，其本人及近亲属不存在其他参股或控股或通过

协议、其他安排实际控制的企业。

2、阮齐伟本人及近亲属不存在其他参股或控股或通过协议、其他安排实际控制的企业。

（三）通过访谈、发放和收集情况查询表等方式核查了天夏科技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近亲属对外控股或通过协议及其他安排实际控制的企业情况，索芙特的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近亲属对外控股或通过协议及其他安排实际控制的企业情况。

（四）静谧投资出具承诺：1、静谧投资所提供的所有信息、资料、承诺等均系合法、有效、真实、准确、完整；

若提供文件资料的复印件，该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不存在虚假记载、重大遗漏及误导性陈述；对其提供资料的

合法性、有效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全部责任；2、静谧投资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其近亲属与天夏科技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不存在未披露的任

何关联关系，亦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政府、国家及其他第三方利益的情况；3、静谧投资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与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其实际控制人及近亲属不存在未披露的任何关

联关系和利益输送行为。

（五）静谧投资实际控制人姚泉江出具承诺： 1、静谧投资所提供的所有信息、资料、承诺等均系合法、有

效、真实、准确、完整；若提供文件资料的复印件，该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不存在虚假记载、重大遗漏及误导性陈

述；对其提供资料的合法性、有效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全部责任；2、静谧投资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与天夏科技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

不存在未披露的任何关联关系，亦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政府、国家及其他第三方利益的情况； 3、静谧投资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与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其实际控制人及近亲属不存

在未披露的任何关联关系和利益输送行为。

（六）天夏科技实际控制人夏建统出具承诺：1、本人所提供的所有信息、资料、承诺等均系合法、有效、真

实、准确、完整；若提供文件资料的复印件，该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不存在虚假记载、重大遗漏及误导性陈述；对

其提供资料的合法性、有效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全部责任。2、天夏科技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与四川静谧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

近亲属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和利益输送行为。 3、本人对外投资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实际控制或者参股的

企业与四川静谧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和利益输送行为。

（七）天夏科技出具承诺：1、本公司所提供的所有信息、资料、承诺等均系合法、有效、真实、准确、完整；若

提供文件资料的复印件，该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对本公司提供资料的合法性、有效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全部责任；2、本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与静谧投资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近亲属不存在未披露的任何关联关系，亦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政府、国家及其他第三方利益的情

况。

（八）索芙特、索芙特控股股东广西索芙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索芙特实际控制人梁国坚和张桂珍出具承

诺：1、本公司/本人与四川静谧投资有限公司及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上述人员近亲

属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或利益输送行为；2、本公司/本人与静谧投资及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上述人员近亲属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或利益输送行为；3、 本公司/本人确认以上所述事项均与事实

一致，否则愿意承担法律责任。

综上，四川静谧投资有限公司与天夏科技及实际控制人和申请人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与上述8.6亿元合同相关的政府采购，程序是否合规；

（一）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人民政府与四川静谧投资有限公司的合作

1、协议签署

2014年初，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人民政府（甲方）与四川静谧投资有限公司（乙方）签署的《投资合作协

议书》，约定：

（1）合作内容：乙方投资机构出资1.2亿元现金占公司股份80%，甲方指定由南康区城市建设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代表政府出资0.3亿元人民币占20%，成立江西城市云信息投资有限公司；双方以云投资公司为实施平

台，推进建设智慧南康及赣州和周边城市的智慧城市系统投资建设。

（2）建设内容包括：南康智慧城市政府公共基础信息设施和管理系统；智慧城市示范社区；智慧城市产业

园区。

（3）资金情况约定

智慧社区示范项目总投资2亿元， 由赣州南康区城市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负责统一建设和资金代付，

按照工程进度情况支付给江西城市云信息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负责通过云投资公司融资5-6亿元， 融资成本不超过年化10%（8%的年化利息和2%的财务管理成

本）：智慧城市政府公共基础信息设施和管理系统，总投资预计3.5亿，政府将采取“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分期

偿付” 的方式完成建设项目，政府各智慧运行系统使用单位统一由财政将3.5亿建设费用加上财务（利息）成

本,分四期偿付给云投资公司；其他2.5亿智慧应用建设项目,由云投资公司整体投资,�通过提供运营服务,按

照市场原则收取所服务的政府机构、事业单位、企业和家庭及个人的运营服务费用获得投资回报。

（4）合作事项，由甲方以公开招投标方式确定合作对象，如乙方未中标，则此协议书无效。

2、南康区人民政府网关于政府与四川静谧投资有限公司合作的报道

?2014年7月11日，南康区人民政府网发布今日政闻：我区举行“智慧城市”项目签约仪式。

近日，我区举行“智慧城市”项目签约仪式。 区领导徐兵、何善锦、韩水生、彭秀生、李春平、钟定岩等参加

了签约仪式。 何善锦代表我区与四川静谧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投资合作框架协议书。

据了解，“智慧城市”项目是一个跨越式提升我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水平，推动地方政府经济发展、改善

民生的好项目。 该项目将由南康城发公司与四川静谧投资有限公司合作投资开发建设，一期工程投资约8亿

元，通过公司自筹和江西城市云信息投资有限公司一次融资到位。 此项目规划分为三个板块：一是政府公共

基础信息设施和管理系统工程，二是建设完成云计算中心、智慧城市指挥运营中心、智慧城市产业总部基地、

智慧城市生活文化示范社区建设等工程， 三是在南康工业园规划建设智慧城市产业生产制造基地和产业孵

化园。

3、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人民政府公开招标

（1）“赣州市南康区智慧城市建设项目招商” 公告

通 过 核 查 赣 州 市 南 康 区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中 心 网 站（http://nkggzy.com/infolist.asp?

id=2541&big=17&small=66）、 中 国 招 标 网 站 （http://www.bidchance.

com/calggnew/2014/07/30/8803071.html）， 该 赣 州 市 南 康 区 智 慧 城 市 建 设 项 目 招 商 公 告 ：

项目名称：赣州市南康区智慧城市项目

项目招商人：赣州市南康区城市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概况：

赣州市南康区智慧城市建设项目包括四个子项目：南康智慧城市政府公共基础信息设施和管理系统，以

及智慧城市其他运用系统；智慧城市产业企业的区域总部基地；智慧城市示范社区；智慧城市产业园区。

项目总投资约 28亿元人民币，包括南康智慧城市政府公共基础信息设施和管理系统，以及智慧城市其

他运用系统总投入 8亿，其他 20亿用于开发建设智慧城市产业企业区域总部基地，智慧城市示范社区和智

慧城市产业园区。

报名时间： 2014年 7月 30日9:00至 2014年 8月5日 17:00

（2）“赣州市南康区智慧城市招商项目”中标公示

通过核查赣州市南康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于?2014年8月26日公告的赣州市南康区智慧城市招商项

目中标公示（http://nkggzy.com/infolist.asp?id=2573&big=17&small=67）：经评标委员会（小组）评审，

初步确定中标排序第一的四川静谧投资有限公司为中标单位，公示结束时间2014年9月1日。

（3）四川静谧投资有限公司中标后，其与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人民政府签署的《投资合作协议书》生效。

静谧投资与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人民政府以云投资公司为实施平台， 推进建设智慧南康及赣州和周边城市

的智慧城市系统投资建设。

（二）天夏科技与云投资公司的合作

1、“赣州市南康区智慧城市设计与实施项目”招标公告

通过核查中国招标网/赣州市南康区智慧城市设计与实施项目招标公告（http://www.bidchance.

com/calggnew/2014/09/02/9106990.html）：

重庆国际投资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受江西城市云信息投资有限公司委托对该项目进行国内邀

请招标。 ?

（1）招标项目：赣州市南康区智慧城市设计与实施项目

（2）资金来源：自筹

（3）主要内容：

“智慧南康”的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作，依据住建部智慧城市指标体系，围绕“保障体系和基础设施、智

慧建设与宜居、智慧管理与服务、智慧产业与经济” ，结合智慧南康建设原则及目标，其主要任务包括以下四

方面：

①保障体系和基础设施：建立城市原始代码（将空间内的任何要素和事件进行唯一编码，配上唯一的“身份

证” ）为基础，以空间数据为核心载体，改造产权、法人、人口等基础数据，实现跨行业部门数据空间同源关联。

政府各部门能够生产和提供集成权威大数据。

②智慧建设与宜居：通过智慧小区建设城市管理细胞单元，将政府服务送到小区，提升政府服务水平和能

力，促进“小政府、大社会”建设，为公众平等获取权威数据提供途径。 促进节能、环保、园林绿化等智慧应用。

③智慧管理与服务：建立适合区县特点的空间管控、社会协同、区情监管、民生服务整体构架，优化政务流

程，实现科学决策和精细化管理。 建设智慧公交、智慧交通等专项应用。 ?

④智慧产业与经济：智慧城市建设与家具产业、养殖产业等产业的互动，实现优势产业的高度融合与发

展。 ?

⑤投标方案包含的重点建设项目需要较好地覆盖住建部标准关于保障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与宜居、管

理与服务、产业与经济四方面的指标体系。

举例如下（南康区智慧应用包括但不仅限于下列几个方面）：

i?智慧交通

智慧交通是指以交通信息中心为核心，连接城市高速公路监控系统、城市电子收费系统、城市成道路信息

管理系统、城市交通信号系统、汽车电子系统等的综合性协同运作，让人、车、路和交通系统融为一体，为出行

者和交通监管部门提供实时交通信息，有效缓解交通拥堵，快速响应突发状况，为城市大动脉的良性运转提

供科学的决策。 ?

智慧交通以信息的收集、处理、发布、交换、分析、利用为主线，为交通参与者提供多样性的服务。诸如动态

导航，可提供多模式的城市动态交通信息，帮助驾驶员主动避开拥堵路段，合理利用道路资源，从而达到省时、

节能、环保的目的。

智慧交通系统通过各类传感器采集各类交通信息、发布各类交通信息、引导交通。 各类采集到的交通信

息将统一汇聚到城市交通信息系统中心，进行分析处理。 通过对汇聚的数据进行处理和挖掘，可对道路交通

拥堵状态进行分析，为交通管理部门进行决策提供帮助。

南康智慧交通预计投资5000万元人民币，对政府而言，可以实时发布交通信息，合理进行交通疏导、突发

事件快速处理，并充分利用现有的交通基础设施，分析道路交通拥堵原因，制定交通建设规划和应对措施；对

公众而言，能够及时、多渠道的获取各类交通信息。

ii智慧教育

智慧教育是依托物联网、云计算、无线通信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所打造的物联化、智能化、感知化、泛在化的

新型教育形态和教育模式。 通过把感应器等设备嵌入到教室、图书馆、餐厅、校门、实验室等物体并连接它们，

形成所谓“物联网” ，并通过云计算中心把物联网和软件应用系统平台整合起来，实现通信服务、教学工作、学

习活动、管理工作和学校设施的整体结合。

南康智慧教育预计投资3500万元人民币，实现全区校园内教学、科研、管理、服务的数字化、信息化、网络

化，深化教育改革，提高办学质量、办学效益和科研水平；?实现信息资源和信息服务的合理规划、合理分配、合

理利用?，提高学校管理过程和管理系统的质量、效益、效率；?保证资源和服务的可靠性、安全性、科学性。

??iii智慧城管

智慧城管将以城市地理信息系统（数字城市管理平台）为基础，首先满足城市网格、部件等基础管理需

要，涵盖所有城市基础设施信息，实现整个区域的统一资源、设施管理；在此基础上，利用物联网、移动互联网

等技术，整合其他政府资源，对城市的日常动态信息进行采集、分析以及预警，启动相应的处置工作，并为应急

指挥、决策支持、领导查询提供支撑，同时为公众提供城管公众信息服务。

南康智慧城管预计投资4000万元人民币，从体制、机制以及技术层面上进行一系列的提升和拓展，从而

形成更加全面、更为稳固、更有效能、更重制约的城市管理发现、协作、处置、监督相结合的全新管理模式，使城

市管理更高效、资源配置更优化，提供更多的信息量、更强的分析能力促进决策的科学性。

???iv智慧社区

智慧社区就是以互联网为依托，运用物联网技术将家庭中的智慧家居系统、社区的物联系统和服务整合

在一起，使社区管理者、用户和各种智慧系统形成各种形式的信息交互，以达到更加方便快捷的管理，给用户

带来更加舒适的“数字化”生活体验。

南康智慧社区预计投资6000万元人民币，打造赣州首个智慧化信息社区。南康智慧社区所提供的内容囊

括了家居安防、高速上网、视频娱乐、数字社区等多方面数字信息化服务，通过服务的整合，让用户足不出户享

受到一站服务的便利与轻松。 ?

（3）投标截止时间、地点?：2014年9月23日上午10:00

2、天夏科技中标

天夏科技参与赣州市南康区智慧城市设计与实施项目招标，于2014年9月23日取得中标通知书：我公司

接受江西城市云信息投资有限公司委托，对赣州市南康区智慧城市设计与实施项目进行邀请招标（招标编号

C0611-SC2014-106），经评标委员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招标文件的有关规定进行评审，

天夏科技为本项目中标人，中标金额为人民币8亿元（注：经过后续中标金额调整、合同增补后，最终合同金额

为8.6亿元）。

综上所述， 8.6亿元合同相关的政府采购，程序合规。

三、江西城市云信息公司是否已按照上述合同约定向天夏科技付款；天夏科技按照上述合同约定所提供

的具体服务内容及服务成果。 请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说明核查过程并发表核查意见；

（一）天夏科技按照上述合同约定所提供的具体服务内容及服务成果（以下表格金额单位：元）

1、平安城市

合同主要条款内容

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智慧城市项目建设，包括智慧城管、平安城市

和智慧交通、云计算中心、智慧城市指挥大厅等21个子项目:(1）甲

方在合同签订生效之日后的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10%的价

款。

（2）甲方在乙方的硬件设备和软件进场验收确认之后5个工作日

内支付合同金额20%的价款。

（3）甲方项目上线试运行并通过项目验收后的5个工作日内支付

合同金额65%的价款。

（4）剩下5%价款作为质保金，在验收满一年后的5个工作日内支

付。

子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操作系统、数据库、手机地图引擎、防病毒软件的购置；摄像机、交

换机、卡口抓拍单元、立杆、补光灯、服务器、硬盘、UPS等系统硬件

购置；天图地理信息决策支持系统、GPS车载指挥平台、公安GIS指

挥平台、警务执法系统、数据共享平台等应用软件开发、工程安装、

运营维护

子项目合同金额 50,799,956.00

子项目开工时间 2014.7.3

子项目预计完工时间 2015.12.31

2014年度

子项目建设成果

完成操作系统、数据库、手机地图引擎、防病毒软件的购置；摄像

机、交换机、卡口抓拍单元、立杆、补光灯、服务器、硬盘、UPS等系

统硬件购置；天图地理信息决策支持系统、GPS车载指挥平台、公

安GIS指挥平台、警务执法系统、数据共享平台等应用软件的部分

开发工作和部分工程安装

按合同应收金额 15,239,986.80

2015年1-6月

子项目建设成果 ‐

按合同应收金额 0.00

2014年---2015年

1-6月

子项目累计建设

成果

完成操作系统、数据库、手机地图引擎、防病毒软件的购置；摄像

机、交换机、卡口抓拍单元、立杆、补光灯、服务器、硬盘、UPS等系

统硬件购置；天图地理信息决策支持系统、GPS车载指挥平台、公

安GIS指挥平台、警务执法系统、数据共享平台等应用软件的部分

开发工作和部分工程安装

累计按合同应收

金额

15,239,986.80

2、智慧交通

合同主要条款内容

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智慧城市项目建设，包括智慧城管、平安城

市和智慧交通、云计算中心、智慧城市指挥大厅等21个子项目:

(1）甲方在合同签订生效之日后的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

10%的价款。

（2）甲方在乙方的硬件设备和软件进场验收确认之后5个工作日

内支付合同金额20%的价款。

（3）甲方项目上线试运行并通过项目验收后的5个工作日内支付

合同金额65%的价款。

（4）剩下5%价款作为质保金，在验收满一年后的5个工作日内支

付。

子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操作系统、数据库、手机地图引擎、防病毒软件的购置；摄像机、交

测速抓拍仪、22v交流闪光灯、电警抓拍单元、车牌补光灯、卡口抓

拍单元、违停抓拍球机、后台分析平台、立杆山特UPS、核心交换

机等系统硬件购置；视频统一综合管理平台、GPS车载指挥平台、

交警GIS指挥平台、警务通执法系统视频分析系统、等应用软件开

发、工程安装、运营维护

子项目合同金额 52,503,118.79

子项目开工时间 2014.8.7

子项目预计完工时间 2015.12.31

2014年度

子项目建设成果

完成操作系统、数据库、手机地图引擎、防病毒软件的购置；摄像

机、交测速抓拍仪、22v交流闪光灯、电警抓拍单元、车牌补光灯、

卡口抓拍单元、违停抓拍球机、后台分析平台、立杆、山特UPS、核

心交换机等系统硬件购置；视频统一综合管理平台、GPS车载指

挥平台、交警GIS指挥平台、警务通执法系统视频分析系统、等应

用软件的部分开发工作、。

按合同应收金额 15,750,935.64

2015年1-6月

子项目建设成果 ‐

按合同应收金额 0.00

2014年---2015年

1-6月

子项目累计建设成

果

完成操作系统、数据库、手机地图引擎、防病毒软件的购置；摄像

机、交测速抓拍仪、22v交流闪光灯、电警抓拍单元、车牌补光灯、

卡口抓拍单元、违停抓拍球机、后台分析平台、立杆、山特UPS、核

心交换机等系统硬件购置；视频统一综合管理平台、GPS车载指

挥平台、交警GIS指挥平台、警务通执法系统视频分析系统、等应

用软件的部分开发工作、

累计按合同应收金

额

15,750,935.64

3、智慧城管

合同主要条款内容

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智慧城市项目建设，包括智慧城管、平安城

市和智慧交通、云计算中心、智慧城市指挥大厅等21个子项目:

(1）甲方在合同签订生效之日后的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

10%的价款。

（2）甲方在乙方的硬件设备和软件进场验收确认之后5个工作日

内支付合同金额20%的价款。

（3）甲方项目上线试运行并通过项目验收后的5个工作日内支付

合同金额65%的价款。

（4）剩下5%价款作为质保金，在验收满一年后的5个工作日内支

付。

子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操作系统、数据库、虚拟化软件、手机端地图引擎、防病毒软件的

购置；核心路由器、核心交换机、汇聚交换机、二层交换机、防火

墙、入侵防御、安全审计/上网行为管理安全管理平台、运维管理

系统、华强GPS车载终端、呼叫中心服务器、光纤等硬件购置；监

管数据无线采集子系统、呼叫受理子系统、协同工作子系统、监督

指挥子系统、基础数据资源管理子系统、子系统应用维护子系统

等应用软件的开发、工程安装和运营维护

子项目合同金额 38,000,350.93

子项目开工时间 2014.7.11

子项目预计完工时间 2015.12.31

2014年度

子项目建设成果

完成操作系统、数据库、虚拟化软件、手机端地图引擎、防病毒软

件的购置；核心路由器、核心交换机、汇聚交换机、二层交换机、防

火墙、入侵防御、安全审计/上网行为管理安全管理平台、运维管

理系统、华强GPS车载终端、呼叫中心服务器、光纤等硬件购置；

监管数据无线采集子系统、呼叫受理子系统、协同工作子系统、监

督指挥子系统、基础数据资源管理子系统、子系统应用维护子系

统等应用软件的部分开发工作。

按合同应收金额 11,400,105.28

2015年1-6月

子项目建设成果 ‐

按合同应收金额 0.00

2014年---2015年

1-6月

子项目累计建设成

果

完成操作系统、数据库、虚拟化软件、手机端地图引擎、防病毒软

件的购置；核心路由器、核心交换机、汇聚交换机、二层交换机、防

火墙、入侵防御、安全审计/上网行为管理安全管理平台、运维管

理系统、华强GPS车载终端、呼叫中心服务器、光纤等硬件购置；

监管数据无线采集子系统、呼叫受理子系统、协同工作子系统、监

督指挥子系统、基础数据资源管理子系统、子系统应用维护子系

统等应用软件的部分开发工作。

累计按合同应收金

额

11,400,105.28

4、智慧执法

合同主要条款内容

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智慧城市项目建设，包括智慧城管、平安城

市和智慧交通、云计算中心、智慧城市指挥大厅等21个子项目:

(1）甲方在合同签订生效之日后的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

10%的价款。

（2）甲方在乙方的硬件设备和软件进场验收确认之后5个工作日

内支付合同金额20%的价款。

（3）甲方项目上线试运行并通过项目验收后的5个工作日内支付

合同金额65%的价款。

（4）剩下5%价款作为质保金，在验收满一年后的5个工作日内支

付。

子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操作系统、数据库、手机地图引擎、防病毒软件的购置；核心路由

器、交换机、防火墙、安全审计/上网行为管理、华强GPS车载设备

终端数字执法车载式监测综合摄像系统、数字执法手持式监测综

合摄像系统、数字执法单兵系统3G视频监控软件系统、光纤等系

统硬件购置；移动执法子系统、行政执法办案子系统、应用维护子

系统、综合评价子系统、巡查监管子系统等应用软件开发、工程安

装、运营维护

子项目合同金额 15,844,788.58

子项目开工时间 2014.8.23

子项目预计完工时间 2015.12.31

2014年度

子项目建设成果

完成操作系统、数据库、手机地图引擎、防病毒软件的购置；核心

路由器、交换机、防火墙、安全审计/上网行为管理、华强GPS车载

设备终端数字执法车载式监测综合摄像系统、数字执法手持式监

测综合摄像系统、数字执法单兵系统3G视频监控软件系统、光纤

等系统硬件购置；移动执法子系统、行政执法办案子系统、应用维

护子系统、综合评价子系统、巡查监管子系统等应用软件的部分

开发工作。

按合同应收金额 4,753,436.57

2015年1-6月

子项目建设成果

完成移动执法子系统、行政执法办案子系统、应用维护子系统、综

合评价子系统、巡查监管子系统等应用软件的部分开发工作和工

程安装工作。

按合同应收金额 0.00

2014年---2015年

1-6月

子项目累计建设成

果

完成操作系统、数据库、手机地图引擎、防病毒软件的购置；核心

路由器、交换机、防火墙、安全审计/上网行为管理、华强GPS车载

设备终端数字执法车载式监测综合摄像系统、数字执法手持式监

测综合摄像系统、数字执法单兵系统3G视频监控软件系统、光纤

等系统硬件购置；移动执法子系统、行政执法办案子系统、应用维

护子系统、综合评价子系统、巡查监管子系统等应用软件的部分

开发工作；以及部分工程安装工作。

累计按合同应收金

额

4,753,436.57

5、智慧教育

合同主要条款内容

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智慧城市项目建设，包括智慧城管、平安城

市和智慧交通、云计算中心、智慧城市指挥大厅等21个子项目:

(1）甲方在合同签订生效之日后的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

10%的价款。

（2）甲方在乙方的硬件设备和软件进场验收确认之后5个工作日

内支付合同金额20%的价款。

（3）甲方项目上线试运行并通过项目验收后的5个工作日内支付

合同金额65%的价款。

（4）剩下5%价款作为质保金，在验收满一年后的5个工作日内支

付。

子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操作系统、数据库、防病毒软件的购置；高清网络球机、摄像机电

源、电源避雷器、悬臂杆基础、室外设备箱、网线、电源线、交换机、

网络硬盘录像机NVRUPS、电源核心交换机、数字广播电视系统

软件、多媒体教学软件、素质教育资源库小学教育资源库、中学教

育资源库、高中教育资源库监、考软件等系统硬件购置；学校业务

管理子系统、教学业务子系统、在线教学子系统、学生学籍与档案

管理子系统、家校互动子系统等应用软件开发、工程安装、运营维

护

子项目合同金额 35,493,629.96

子项目开工时间 2014.8.25

子项目预计完工时间 2015.12.31

2014年度

子项目建设成果

完成操作系统、数据库、防病毒软件的置工作；高清网络球机、摄

像机电源、电源避雷器、悬臂杆基础、室外设备箱、网线、电源线、

交换机、网络硬盘录像机NVRUPS、电源、核心交换机、等部分系

统硬件购置；学校业务管理子系统、教学业务子系统、在线教学子

系统、学生学籍与档案管理子系统、家校互动子系统等应用软件

的部分开发工作。

按合同应收金额 10,648,088.99

2015年1-6月

子项目建设成果

完成多媒体教学软件、素质教育资源库小学教育资源库、中学教

育资源库、高中教育资源库监、考软件等部分系统硬件购置；学校

业务管理子系统、教学业务子系统、在线教学子系统、学生学籍与

档案管理子系统、家校互动子系统等应用软件部分开发工作、工

程安装工作。

按合同应收金额 0.00

2014年---2015年

1-6月

子项目累计建设成

果

完成操作系统、数据库、防病毒软件的购置；高清网络球机、摄像

机电源、电源避雷器、悬臂杆基础、室外设备箱、网线、电源线、交

换机、网络硬盘录像机NVRUPS、电源核心交换机、数字广播电视

系统软件、多媒体教学软件、素质教育资源库小学教育资源库、中

学教育资源库、高中教育资源库监、考软件等系统硬件购置；学校

业务管理子系统、教学业务子系统、在线教学子系统、学生学籍与

档案管理子系统、家校互动子系统等应用软件开发、工程安装工

作

累计按合同应收金

额

10,648,088.99

6、智慧农业

合同主要条款内容

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智慧城市项目建设，包括智慧城管、平安城

市和智慧交通、云计算中心、智慧城市指挥大厅等21个子项目:

(1）甲方在合同签订生效之日后的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

10%的价款。

（2）甲方在乙方的硬件设备和软件进场验收确认之后5个工作日

内支付合同金额20%的价款。

（3）甲方项目上线试运行并通过项目验收后的5个工作日内支付

合同金额65%的价款。

（4）剩下5%价款作为质保金，在验收满一年后的5个工作日内支

付。

子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操作系统、数据库、手机地图引擎、防病毒软件的购置；服务器、光

纤磁盘阵列、核心路由器、核心交换机、汇聚交换机、二层交换机、

防火墙、土壤水分监测采集模块、二氧化碳监测模块、大棚设施控

制器、条形码打印机、高清解码器等系统硬件购置；生产管理子

系、统智能大棚子系统、智能水产养殖子系统、视频监控子系统、

农业资源管理子系统等应用软件开发、工程安装、运营维护

子项目合同金额 15,987,376.37

子项目开工时间 2014.8.8

子项目预计完工时间 2015.12.31

2014年度

子项目建设成果

完成操作系统、数据库、手机地图引擎、防病毒软件的购置；服务

器、光纤磁盘阵列、核心路由器、核心交换机、汇聚交换机、二层交

换机、防火墙、土壤水分监测采集模块、二氧化碳监测模块、大棚

设施控制器、条形码打印机、高清解码器等系统硬件购置；生产管

理子系、统智能大棚子系统、智能水产养殖子系统、视频监控子系

统、农业资源管理子系统等应用软件的部分开发工作。

按合同应收金额 4,796,212.91

2015年1-6月

子项目建设成果 ‐

按合同应收金额 0.00

2014年---2015年

1-6月

子项目累计建设成

果

完成操作系统、数据库、手机地图引擎、防病毒软件的购置；服务

器、光纤磁盘阵列、核心路由器、核心交换机、汇聚交换机、二层交

换机、防火墙、土壤水分监测采集模块、二氧化碳监测模块、大棚

设施控制器、条形码打印机、高清解码器等系统硬件购置；生产管

理子系、统智能大棚子系统、智能水产养殖子系统、视频监控子系

统、农业资源管理子系统等应用软件的部分开发工作。

累计按合同应收金

额

4,796,212.91

7、地理空间

合同主要条款内容

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智慧城市项目建设，包括智慧城管、平安城

市和智慧交通、云计算中心、智慧城市指挥大厅等21个子项目:

(1）甲方在合同签订生效之日后的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

10%的价款。

（2）甲方在乙方的硬件设备和软件进场验收确认之后5个工作日

内支付合同金额20%的价款。

（3）甲方项目上线试运行并通过项目验收后的5个工作日内支付

合同金额65%的价款。

（4）剩下5%价款作为质保金，在验收满一年后的5个工作日内支

付。

子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操作系统、数据库软件的购置；核心路由器、核心交换机、汇聚交

换机、二层交换机、防火墙、安全审计/上网行为管理、安全管理平

台、数据存储、SAN光纤网络交换机等系统硬件购置；共享交换系

统地理编码系统、政务地理信息公共平台、公众地理信息公共平

台、运维管理平台、手持APP应用等应用软件开发、数据普查、工

程安装、运营维护

子项目合同金额 27,452,524.68

子项目开工时间 2014.7.11

子项目预计完工时间 2015.12.31

2014年度

子项目建设成果

完成操作系统、数据库软件的购置；核心路由器、核心交换机、汇

聚交换机、二层交换机、防火墙、安全审计/上网行为管理、安全管

理平台等部分系统硬件购置；共享交换系统地理编码系统、政务

地理信息公共平台、公众地理信息公共平台、运维管理平台、手持

APP应用等应用软件的部分开发工作。

按合同应收金额 2,745,252.47

2015年1-6月

子项目建设成果

完成数据存储、SAN光纤网络交换机的购置工作；共享交换系统

地理编码系统、政务地理信息公共平台、公众地理信息公共平台、

运维管理平台、手持APP应用等应用软件部分开发工作、数据普

查和工程安装工作。

按合同应收金额 5,490,504.94

2014年---2015年

1-6月

子项目累计建设成

果

完成操作系统、数据库软件的购置；核心路由器、核心交换机、汇

聚交换机、二层交换机、防火墙、安全审计/上网行为管理、安全管

理平台、数据存储、SAN光纤网络交换机等系统硬件购置；共享交

换系统地理编码系统、政务地理信息公共平台、公众地理信息公

共平台、运维管理平台、手持APP应用等应用软件开发、数据普

查、工程安装工作

累计按合同应收金

额

8,235,757.40

8、智慧社区

合同主要条款内容

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智慧城市项目建设，包括智慧城管、平安城

市和智慧交通、云计算中心、智慧城市指挥大厅等21个子项目:

(1）甲方在合同签订生效之日后的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

10%的价款。

（2）甲方在乙方的硬件设备和软件进场验收确认之后5个工作日

内支付合同金额20%的价款。

（3）甲方项目上线试运行并通过项目验收后的5个工作日内支付

合同金额65%的价款。

（4）剩下5%价款作为质保金，在验收满一年后的5个工作日内支

付。

子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操作系统、数据库软件、中间件软件、GIS平台软件及二次开发包、

手机端地图引擎、防病毒软件、信息工作流软件的购置；核心路由

器、交换机、安全审计/上网行为管理、智能灯光控制器（单路）、

红外双鉴探测器、燃气泄漏探测器、智慧社区管理软件（小区部

分）、家居安防报警专业软件、周界安防报警专业软件门、禁一卡

通管理软件、闭路监控管理软件等系统硬件购置；区域网格化管

理系统、基础信息系统社管GIS应用系统、社会矛盾联动化解信息

系统、社情民意收集整理系统、社管综合考评系统等应用软件开

发、数据普查、工程安装、运营维护

子项目合同金额 180,304,055.34

子项目开工时间 2014.8.11

子项目预计完工时间 2015.12.31

2014年度

子项目建设成果

完成操作系统、数据库软件、中间件软件、GIS平台软件及二次开

发包、手机端地图引擎、防病毒软件、信息工作流软件的购置；核

心路由器、交换机、安全审计/上网行为管理、智能灯光控制器（单

路）、红外双鉴探测器、燃气泄漏探测器、智慧社区管理软件（小

区部分）、家居安防报警专业软件、周界安防报警专业软件门、禁

一卡通管理软件、闭路监控管理软件等系统硬件购置；区域网格

化管理系统、基础信息系统社管GIS应用系统、社会矛盾联动化解

信息系统、社情民意收集整理系统、社管综合考评系统等应用软

件的部分开发工作。

按合同应收金额 54,091,216.60

2015年1-6月

子项目建设成果

完成区域网格化管理系统、基础信息系统社管GIS应用系统、社会

矛盾联动化解信息系统、社情民意收集整理系统、社管综合考评

系统等应用软件部分开发工作、数据普查、工程安装工作。

按合同应收金额 0.00

2014年---2015年

1-6月

子项目累计建设成

果

完成操作系统、数据库软件、中间件软件、GIS平台软件及二次开

发包、手机端地图引擎、防病毒软件、信息工作流软件的购置；核

心路由器、交换机、安全审计/上网行为管理、智能灯光控制器（单

路）、红外双鉴探测器、燃气泄漏探测器、智慧社区管理软件（小

区部分）、家居安防报警专业软件、周界安防报警专业软件门、禁

一卡通管理软件、闭路监控管理软件等系统硬件购置；区域网格

化管理系统、基础信息系统社管GIS应用系统、社会矛盾联动化解

信息系统、社情民意收集整理系统、社管综合考评系统等应用软

件开发、数据普查、工程安装工作

累计按合同应收金

额

54,091,216.60

9、云计算中心

合同主要条款内容

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智慧城市项目建设，包括智慧城管、平安城

市和智慧交通、云计算中心、智慧城市指挥大厅等21个子项目:

(1）甲方在合同签订生效之日后的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

10%的价款。

（2）甲方在乙方的硬件设备和软件进场验收确认之后5个工作日

内支付合同金额20%的价款。

（3）甲方项目上线试运行并通过项目验收后的5个工作日内支付

合同金额65%的价款。

（4）剩下5%价款作为质保金，在验收满一年后的5个工作日内支

付。

子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云计算操作系统、大数据一体机数据库管理节点、大数据一体机

数据库、云计算资源池集群系统、存储并行文件处理系统、FC�

SAN协议文件存储系统、高性能FC�SAN协议核心数据库存储系

统、光纤交换、机容灾备份文件系统、核心路由器核心交换机、数

据中心接入、交换机、防火墙、入侵防御、安全审计/上网行为管理

运维管理系统等硬件购置、工程安装、运营维护

子项目合同金额 138,025,994.32

子项目开工时间 2014.9.30

子项目预计完工时间 2015.12.31

2014年度

子项目建设成果

完成云计算操作系统、大数据一体机数据库管理节点、大数据一

体机数据库、云计算资源池集群系统、存储并行文件处理系统、

FC�SAN协议文件存储系统、高性能FC�SAN协议核心数据库存

储系统、光纤交换、机容灾备份文件系统、核心路由器核心交换

机、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防火墙、入侵防御、安全审计/上网行

为管理运维管理系统等硬件购置工作。

按合同应收金额 41,407,798.30

2015年1-6月

子项目建设成果 完成工程安装工作。

按合同应收金额 0.00

2014年---2015年

1-6月

子项目累计建设成

果

完成云计算操作系统、大数据一体机数据库管理节点、大数据一

体机数据库、云计算资源池集群系统、存储并行文件处理系统、

FC�SAN协议文件存储系统、高性能FC�SAN协议核心数据库存

储系统、光纤交换、机容灾备份文件系统、核心路由器核心交换

机、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防火墙、入侵防御、安全审计/上网行

为管理运维管理系统等硬件购置工作；以及部分工程安装工作。

累计按合同应收金

额

41,407,798.30

10、智慧环保

合同主要条款内容

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智慧城市项目建设，包括智慧城管、平安城

市和智慧交通、云计算中心、智慧城市指挥大厅等21个子项目:

(1）甲方在合同签订生效之日后的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

10%的价款。

（2）甲方在乙方的硬件设备和软件进场验收确认之后5个工作日

内支付合同金额20%的价款。

（3）甲方项目上线试运行并通过项目验收后的5个工作日内支付

合同金额65%的价款。

（4）剩下5%价款作为质保金，在验收满一年后的5个工作日内支

付。

子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操作系统、数据库、信息工作流软件、GIS终端引擎、防病毒软件、

中间件、视频接入管理平台、环保信息管理平台的购置；化学发光

法NO-NO2-NOx分析仪、颗粒物过滤器、脉冲荧光法SO2分析

仪颗粒物过滤器、导轨、气体滤光相关法CO分析仪、紫外光度法

O3分析仪β射线法、PM10颗粒物监测仪（含：校准膜、）颗粒物

采样管、三脚架、FH62采样管法兰、β射线光浊度法、SHARP�

PM2.5颗粒物监测仪动态校准仪（含：气相滴定）、零气发生器

（含：CO转化炉）等硬件购置；环保GIS系统、在线监测与排污问

题综合管理系统、水质监控管理系统、大气环境监控服务系统、河

道视频监控系统、重点污染源实时在线监控系统等应用软件开

发；工程安装和运营维护

子项目合同金额 27,192,723.07

子项目开工时间 2014.9.4

子项目预计完工时间 2015.12.31

2014年度

子项目建设成果

完成操作系统、数据库、信息工作流软件、GIS终端引擎、防病毒软

件、中间件、视频接入管理平台、环保信息管理平台的部分软件购

置工作；化学发光法NO-NO2-NOx分析仪、颗粒物过滤器、脉冲

荧光法SO2分析仪颗粒物过滤器、导轨、气体滤光相关法CO分析

仪、紫外光度法O3分析仪β射线法、PM10颗粒物监测仪（含：校

准膜、）颗粒物采样管、三脚架、FH62采样管法兰、β射线光浊度

法、SHARP�PM2.5颗粒物监测仪动态校准仪（含：气相滴定）、零

气发生器（含：CO转化炉）等硬件购置；环保GIS系统、在线监测

与排污问题综合管理系统、水质监控管理系统、大气环境监控服

务系统、河道视频监控系统、重点污染源实时在线监控系统等应

用软件的部分开发工作。

按合同应收金额 8,157,816.92

2015年1-6月

子项目建设成果

完成GIS平台软件及二次开发包、GPS车载指挥平台的购置工作

以；环保GIS系统、在线监测与排污问题综合管理系统、水质监控

管理系统、大气环境监控服务系统、河道视频监控系统、重点污染

源实时在线监控系统等应用软件部分开发工作；以及工程安装工

作。

按合同应收金额 0.00

2014年---2015年

1-6月

子项目累计建设成

果

完成操作系统、数据库、信息工作流软件、GIS终端引擎、防病毒软

件、中间件、视频接入管理平台、环保信息管理平台的购置；化学

发光法NO-NO2-NOx分析仪、颗粒物过滤器、脉冲荧光法SO2

分析仪颗粒物过滤器、导轨、气体滤光相关法CO分析仪、紫外光

度法O3分析仪β射线法、PM10颗粒物监测仪（含：校准膜、）颗

粒物采样管、三脚架、FH62采样管法兰、β射线光浊度法、

SHARP�PM2.5颗粒物监测仪动态校准仪（含：气相滴定）、零气

发生器（含：CO转化炉）等硬件购置；环保GIS系统、在线监测与

排污问题综合管理系统、水质监控管理系统、大气环境监控服务

系统、河道视频监控系统、重点污染源实时在线监控系统等应用

软件开发；以及工程安装工作。

累计按合同应收金

额

8,157,816.92

11、智慧房管

合同主要条款内容

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智慧城市项目建设，包括智慧城管、平安城

市和智慧交通、云计算中心、智慧城市指挥大厅等21个子项目:

(1）甲方在合同签订生效之日后的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

10%的价款。

（2）甲方在乙方的硬件设备和软件进场验收确认之后5个工作日

内支付合同金额20%的价款。

（3）甲方项目上线试运行并通过项目验收后的5个工作日内支付

合同金额65%的价款。

（4）剩下5%价款作为质保金，在验收满一年后的5个工作日内支

付。

子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操作系统、数据库、防病毒软件、手机端地图引擎系统的购置；核

心路由器、核心交换机、汇聚交换机、二层交换机、防火墙、入侵防

御、安全审计/上网行为管理、笔记本、运维管理系统、运维管理系

统、呼叫中心系统、打印机、服务器、光纤等硬件购置；房产数据整

理系统、市场信息系统、维修资金管理信息系统、住房保障信息系

统、个人住房信息系统、预售资金监管系统、测绘成果管理系统、

GIS平台系统等应用软件开发；工程安装和运营维护

子项目合同金额 9,523,678.93

子项目开工时间 2014.9.15

子项目预计完工时间 2015.12.31

2014年度

子项目建设成果

完成操作系统、数据库、防病毒软件、手机端地图引擎系统的购

置；核心路由器、核心交换机、汇聚交换机、二层交换机、防火墙、

入侵防御、安全审计/上网行为管理、笔记本、运维管理系统、运维

管理系统、呼叫中心系统、打印机、服务器、光纤等硬件购置；房产

数据整理系统、市场信息系统、维修资金管理信息系统、住房保障

信息系统、个人住房信息系统、预售资金监管系统、测绘成果管理

系统、GIS平台系统等应用软件的部分开发工作；以及工程安装工

作。

按合同应收金额 2,857,103.68

2015年1-6月

子项目建设成果

完成房产数据整理系统、市场信息系统、维修资金管理信息系统、

住房保障信息系统、个人住房信息系统、预售资金监管系统、测绘

成果管理系统、GIS平台系统等应用软件的部分开发工作

按合同应收金额 0.00

2014年---2015年

1-6月

子项目累计建设成

果

完成操作系统、数据库、防病毒软件、手机端地图引擎系统的购

置；核心路由器、核心交换机、汇聚交换机、二层交换机、防火墙、

入侵防御、安全审计/上网行为管理、笔记本、运维管理系统、运维

管理系统、呼叫中心系统、打印机、服务器、光纤等硬件购置；房产

数据整理系统、市场信息系统、维修资金管理信息系统、住房保障

信息系统、个人住房信息系统、预售资金监管系统、测绘成果管理

系统、GIS平台系统等应用软件开发；工程安装工作

累计按合同应收金

额

2,857,103.68

12、智慧公交

合同主要条款内容

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智慧城市项目建设，包括智慧城管、平安城

市和智慧交通、云计算中心、智慧城市指挥大厅等21个子项目:

(1）甲方在合同签订生效之日后的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

10%的价款。

（2）甲方在乙方的硬件设备和软件进场验收确认之后5个工作日

内支付合同金额20%的价款。

（3）甲方项目上线试运行并通过项目验收后的5个工作日内支付

合同金额65%的价款。

（4）剩下5%价款作为质保金，在验收满一年后的5个工作日内支

付。

子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操作系统、数据库、防病毒软件系统的购置；核心路由器、核心交

换机、汇聚交换机、二层交换机、防火墙、三联众瑞多功能车载IC

卡终端软件、V2.01三联众瑞IC卡管理软件、V2.01三联众瑞城市

一卡通联机交易软件、V2.01三联众瑞数据处理清算软件、V1.01

车载、GPS、调度及3G视频监控一体、机司机键盘、显示器等硬件

购置；公交车载视频监控子系统、远程视频监控子系统、运营调度

子系统、报表管理维护子系统、GMS监控管理子系统等应用软件

开发；工程安装和运营维护

子项目合同金额 11,329,830.90

子项目开工时间 2014.7.3

子项目预计完工时间 2015.12.31

2014年度

子项目建设成果

完成操作系统、数据库、防病毒软件系统的购置；核心路由器、核

心交换机、汇聚交换机、二层交换机、防火墙、三联众瑞多功能车

载IC卡终端软件、V2.01三联众瑞IC卡管理软件、V2.01三联众瑞

城市一卡通联机交易软件、V2.01三联众瑞数据处理清算软件、

V1.01车载、GPS、调度及3G视频监控一体、机司机键盘、显示器等

硬件购置；公交车载视频监控子系统、远程视频监控子系统、运营

调度子系统、报表管理维护子系统、GMS监控管理子系统等应用

软件开发；以及部分工程安装工作。

按合同应收金额 3,398,949.27

2015年1-6月

子项目建设成果 ‐

按合同应收金额 0.00

2014年---2015年

1-6月

子项目累计建设成

果

完成操作系统、数据库、防病毒软件系统的购置；核心路由器、核

心交换机、汇聚交换机、二层交换机、防火墙、三联众瑞多功能车

载IC卡终端软件、V2.01三联众瑞IC卡管理软件、V2.01三联众瑞

城市一卡通联机交易软件、V2.01三联众瑞数据处理清算软件、

V1.01车载、GPS、调度及3G视频监控一体、机司机键盘、显示器等

硬件购置；公交车载视频监控子系统、远程视频监控子系统、运营

调度子系统、报表管理维护子系统、GMS监控管理子系统等应用

软件开发；以及部分工程安装工作。

累计按合同应收金

额

3,398,949.27

13、智慧管网

合同主要条款内容

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智慧城市项目建设，包括智慧城管、平安城

市和智慧交通、云计算中心、智慧城市指挥大厅等21个子项目:

(1）甲方在合同签订生效之日后的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

10%的价款。

（2）甲方在乙方的硬件设备和软件进场验收确认之后5个工作日

内支付合同金额20%的价款。

（3）甲方项目上线试运行并通过项目验收后的5个工作日内支付

合同金额65%的价款。

（4）剩下5%价款作为质保金，在验收满一年后的5个工作日内支

付。

子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操作系统、数据库软件、防病毒软件系统的购置；核心路由器、核

心交换机、汇聚交换机、二层交换机、防火墙、入侵防御、安全审计

/上网行为管理、光纤等硬件购置；数据资源整合与交换系统、地

下管网综合管理系统、管网数据分析系统、智慧管网可视化管理

系统、天图地理信息决策支持系统等应用软件开发；数据普查、工

程安装和运营维护

子项目合同金额 20,023,950.32

子项目开工时间 2014.8.12

子项目预计完工时间 2015.12.31

2014年度

子项目建设成果

完成操作系统、数据库软件、防病毒软件系统的购置；核心路由

器、核心交换机、汇聚交换机、二层交换机、防火墙、入侵防御、安

全审计/上网行为管理、光纤等硬件购置；数据资源整合与交换系

统、地下管网综合管理系统、管网数据分析系统、智慧管网可视化

管理系统、天图地理信息决策支持系统等应用软件的部分开发工

作开发和部分工程安装工作。

按合同应收金额 2,002,395.03

2015年1-6月

子项目建设成果 完成数据普查工作。

按合同应收金额 4,004,790.06

2014年---2015年

1-6月

子项目累计建设成

果

完成操作系统、数据库软件、防病毒软件系统的购置；核心路由

器、核心交换机、汇聚交换机、二层交换机、防火墙、入侵防御、安

全审计/上网行为管理、光纤等硬件购置；数据资源整合与交换系

统、地下管网综合管理系统、管网数据分析系统、智慧管网可视化

管理系统、天图地理信息决策支持系统等应用软件的部分开发工

作开发和部分工程安装工作。

累计按合同应收金

额

6,007,185.10

14、智慧市场

合同主要条款内容

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智慧城市项目建设，包括智慧城管、平安城

市和智慧交通、云计算中心、智慧城市指挥大厅等21个子项目:

(1）甲方在合同签订生效之日后的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

10%的价款。

（2）甲方在乙方的硬件设备和软件进场验收确认之后5个工作日

内支付合同金额20%的价款。

（3）甲方项目上线试运行并通过项目验收后的5个工作日内支付

合同金额65%的价款。

（4）剩下5%价款作为质保金，在验收满一年后的5个工作日内支

付。

子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操作系统、数据库软件、防病毒软件系统的购置；服务器、核心交

换机、防火墙、入侵防御、立杆等硬件购置；物流信息平台、电子商

务平台、网上展馆消防巡检系统系等应用软件开发；工程安装和

运营维护

子项目合同金额 11,376,906.09

子项目开工时间 2014.9.8

子项目预计完工时间 2015.12.31

2014年度

子项目建设成果

完成操作系统、数据库软件、防病毒软件的部分系统购置工作；服

务器、核心交换机、防火墙、入侵防御、立杆等硬件购置；物流信息

平台、电子商务平台、网上展馆消防巡检系统系等应用软件的部

分开发工作；以及部分工程安装工作。

按合同应收金额 3,413,071.83

2015年1-6月

子项目建设成果

完成物流信息平台、电子商务平台、网上展馆消防巡检系统系等

应用软件部分开发工作；部分工程安装工作。

按合同应收金额 0.00

2014年---2015年

1-6月

子项目累计建设成

果

完成操作系统、数据库软件、防病毒软件的部分系统购置工作；服

务器、核心交换机、防火墙、入侵防御、立杆等硬件购置；物流信息

平台、电子商务平台、网上展馆消防巡检系统系等应用软件开发

工作；以及工程安装工作。

累计按合同应收金

额

3,413,071.83

15、智慧消防

合同主要条款内容

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智慧城市项目建设，包括智慧城管、平安城

市和智慧交通、云计算中心、智慧城市指挥大厅等21个子项目:

(1）甲方在合同签订生效之日后的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

10%的价款。

（2）甲方在乙方的硬件设备和软件进场验收确认之后5个工作日

内支付合同金额20%的价款。

（3）甲方项目上线试运行并通过项目验收后的5个工作日内支付

合同金额65%的价款。

（4）剩下5%价款作为质保金，在验收满一年后的5个工作日内支

付。

子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操作系统、数据库软件、防病毒软件系统的购置；联网监控管理平

台、核心路由器、核心交换机、汇聚交换机、二层交换机、防火墙、

入侵防御、安全审计/上网行为管理、用户消息传输装置、服务器、

光纤等硬件购置；消防设施管理子系统、监控管理子系统、LED信

息发布子系统、GIS接警子系统、消防预案管理子系统、应急预案

子系统、综合考核子系统、数据交换子系统、地理信息管理子系

统、移动终端管理子系统等应用软件开发；数据普查、工程安装和

运营维护

子项目合同金额 15,296,197.54

子项目开工时间 2014.7.27

子项目预计完工时间 2015.12.31

2014年度

子项目建设成果

完成操作系统、数据库软件、防病毒软件系统的购置；联网监控管

理平台、核心路由器、核心交换机、汇聚交换机、二层交换机、防火

墙、入侵防御、安全审计/上网行为管理、用户消息传输装置、服务

器、光纤等部分硬件购置；消防设施管理子系统、监控管理子系

统、LED信息发布子系统、GIS接警子系统、消防预案管理子系统、

应急预案子系统、综合考核子系统、数据交换子系统、地理信息管

理子系统、移动终端管理子系统等应用软件的部分开发工作。

按合同应收金额 4,588,859.26

2015年1-6月

子项目建设成果

完成联网监控管理平台购置工作；消防设施管理子系统、监控管

理子系统、LED信息发布子系统、GIS接警子系统、消防预案管理

子系统、应急预案子系统、综合考核子系统、数据交换子系统、地

理信息管理子系统、移动终端管理子系统等应用软件的部分开发

工作；工程安装和数据普查工作。

按合同应收金额 0.00

2014年---2015年

1-6月

子项目累计建设成

果

完成操作系统、数据库软件、防病毒软件系统的购置；联网监控管

理平台、核心路由器、核心交换机、汇聚交换机、二层交换机、防火

墙、入侵防御、安全审计/上网行为管理、用户消息传输装置、服务

器、光纤等硬件购置；消防设施管理子系统、监控管理子系统、

LED信息发布子系统、GIS接警子系统、消防预案管理子系统、应

急预案子系统、综合考核子系统、数据交换子系统、地理信息管理

子系统、移动终端管理子系统等应用软件开发；数据普查、工程安

装工作

累计按合同应收金

额

4,588,859.26

16、智慧水利

合同主要条款内容

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智慧城市项目建设，包括智慧城管、平安城

市和智慧交通、云计算中心、智慧城市指挥大厅等21个子项目:

(1）甲方在合同签订生效之日后的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

10%的价款。

（2）甲方在乙方的硬件设备和软件进场验收确认之后5个工作日

内支付合同金额20%的价款。

（3）甲方项目上线试运行并通过项目验收后的5个工作日内支付

合同金额65%的价款。

（4）剩下5%价款作为质保金，在验收满一年后的5个工作日内支

付。

子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操作系统、数据库、GIS平台软件、应用服务器中间件软件、杀毒软

件系统的购置；遥测终端、机闸门开度仪、超声波流量计、雷达式

水位计、超声波流量计、服务器租用、电气工程、环境监控工程、消

防报警、气体消防、综合布线、零星工程等硬件购置；水务管理地

理信息子系统\水文信息测报子系统\防汛抗旱指挥子系统\水资

源与节能用水管理子系统\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子系统\子系统

水土保持管理子系统\河道管理子系统\规划计划管理子系统办

公自动化子系统\水务移动办公子系统\水务公众网站子系统\管

理维护子系统\山洪预警子系统\户外监控子系统等应用软件开

发；数据普查、工程安装和运营维护

子项目合同金额 11,681,701.57

子项目开工时间 2014.7.13

子项目预计完工时间 2015.12.31

2014年度

子项目建设成果

完成操作系统、数据库、GIS平台软件、应用服务器中间件软件、杀

毒软件系统的购置；遥测终端、机闸门开度仪、超声波流量计等部

分硬件购置；水务管理地理信息子系统\水文信息测报子系统\防

汛抗旱指挥子系统\水资源与节能用水管理子系统\水利工程建

设与管理子系统\子系统水土保持管理子系统\河道管理子系统\

规划计划管理子系统办公自动化子系统\水务移动办公子系统\

水务公众网站子系统\管理维护子系统\山洪预警子系统\户外监

控子系统等应用软件开发；数据普查、工程安装工作。

按合同应收金额 3,504,510.47

2015年1-6月

子项目建设成果

完成服务器租用、电气工程、环境监控工程、消防报警、气体消防、

综合布线、零星工程等部分硬件购置。

按合同应收金额 0.00

2014年---2015年

1-6月

子项目累计建设成

果

完成操作系统、数据库、GIS平台软件、应用服务器中间件软件、杀

毒软件系统的购置；遥测终端、机闸门开度仪、超声波流量计、雷

达式水位计、超声波流量计、服务器租用、电气工程、环境监控工

程、消防报警、气体消防、综合布线、零星工程等硬件购置；水务管

理地理信息子系统\水文信息测报子系统\防汛抗旱指挥子系统\

水资源与节能用水管理子系统\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子系统\子

系统水土保持管理子系统\河道管理子系统\规划计划管理子系

统办公自动化子系统\水务移动办公子系统\水务公众网站子系

统\管理维护子系统\山洪预警子系统\户外监控子系统等应用软

件开发；数据普查、工程安装工作。

累计按合同应收金

额

3,504,510.47

17、应急指挥平台

合同主要条款内容

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智慧城市项目建设，包括智慧城管、平安城

市和智慧交通、云计算中心、智慧城市指挥大厅等21个子项目:

(1）甲方在合同签订生效之日后的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

10%的价款。

（2）甲方在乙方的硬件设备和软件进场验收确认之后5个工作日

内支付合同金额20%的价款。

（3）甲方项目上线试运行并通过项目验收后的5个工作日内支付

合同金额65%的价款。

（4）剩下5%价款作为质保金，在验收满一年后的5个工作日内支

付。

子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操作系统、数据库、应用服务器中间件软件、杀毒软件系统的购

置；智能电源配置PDU、视频主控配套软件、数据主控系统、3D沙

盘业务模块、KVM、呼叫中心、服务器等硬件购置；应急值守报接

子系统、数字化预案管理子系统、应急保障子系统、辅助决策子系

统、指挥调度子系统、应急评估子系统、应急模拟演练子系统、移

动应急管理子系统、应急门户子系统、风险隐患监控预警子系统、

外包坐席业务受理子系统、督办中心业务受理子系统、统计分许

及辅助决策子系统、系统管理子系统、GIS平台软件等应用软件开

发；工程安装和运营维护

子项目合同金额 27,430,195.00

子项目开工时间 2014.8.25

子项目预计完工时间 2015.12.31

2014年度

子项目建设成果

完成操作系统、数据库、应用服务器中间件软件、杀毒软件系统的

购置； KVM、呼叫中心、服务器等部分硬件购置；应急值守报接子

系统、数字化预案管理子系统、应急保障子系统、辅助决策子系

统、指挥调度子系统、应急评估子系统、应急模拟演练子系统、移

动应急管理子系统、应急门户子系统、风险隐患监控预警子系统、

外包坐席业务受理子系统、督办中心业务受理子系统、统计分许

及辅助决策子系统、系统管理子系统、GIS平台软件等应用软件的

部分开发工作。

按合同应收金额 2,743,019.50

2015年1-6月

子项目建设成果

完成智能电源配置PDU、视频主控配套软件、数据主控系统、3D沙

盘业务模块等部分硬件购置工作；应急值守报接子系统、数字化

预案管理子系统、应急保障子系统、辅助决策子系统、指挥调度子

系统、应急评估子系统、应急模拟演练子系统等部分软件开发工

作；以及工程安装工作。

按合同应收金额 5,486,039.00

2014年---2015年

1-6月

子项目累计建设成

果

完成操作系统、数据库、应用服务器中间件软件、杀毒软件系统的

购置；智能电源配置PDU、视频主控配套软件、数据主控系统、3D

沙盘业务模块、KVM、呼叫中心、服务器等硬件购置；应急值守报

接子系统、数字化预案管理子系统、应急保障子系统、辅助决策子

系统、指挥调度子系统、应急评估子系统、应急模拟演练子系统、

移动应急管理子系统、应急门户子系统、风险隐患监控预警子系

统、外包坐席业务受理子系统、督办中心业务受理子系统、统计分

许及辅助决策子系统、系统管理子系统、GIS平台软件等应用软件

开发；工程安装工作

累计按合同应收金

额

8,229,058.50

18、一卡通

合同主要条款内容

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智慧城市项目建设，包括智慧城管、平安城

市和智慧交通、云计算中心、智慧城市指挥大厅等21个子项目:

(1）甲方在合同签订生效之日后的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

10%的价款。

（2）甲方在乙方的硬件设备和软件进场验收确认之后5个工作日

内支付合同金额20%的价款。

（3）甲方项目上线试运行并通过项目验收后的5个工作日内支付

合同金额65%的价款。

（4）剩下5%价款作为质保金，在验收满一年后的5个工作日内支

付。

子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操作系统、数据库软件、中间件软件。 防病毒软件系统的购置；服

务器、光纤磁盘阵列、虚拟带库、核心路由器、核心交换机、汇聚交

换机、二层交换机、防火墙、入侵防御、安全审计/上网行为管理、

台式485终端、挂式485终端、通讯转控设备台式LAN终端、挂式

LAN终端、现金充值终端、补助圈存终端等硬件购置；卡片发行管

理子系统、密钥管理子系统、清算管理子系统、卡片信息交换管理

子系统、设备管理子系统、运营维护管理子系统、辅助决策支持子

系统、养老保险子系统、失业保险子系统、医疗保险子系统、工伤

保险子系统、生育保险子系统、教育系统一卡通管理子系统等应

用软件开发；工程安装

子项目合同金额 73,062,691.93

子项目开工时间 2014.7.17

子项目预计完工时间 2015.6.30

2014年度

子项目建设成果

完成操作系统、数据库软件、中间件软件、防病毒软件系统的购

置；服务器、光纤磁盘阵列、虚拟带库、核心路由器、核心交换机、

汇聚交换机、二层交换机、防火墙、入侵防御、安全审计/上网行为

管理等部分硬件购置；卡片发行管理子系统、密钥管理子系统、清

算管理子系统、卡片信息交换管理子系统、设备管理子系统、运营

维护管理子系统、辅助决策支持子系统、养老保险子系统、失业保

险子系统、医疗保险子系统、工伤保险子系统、生育保险子系统、

教育系统一卡通管理子系统等应用软件的部分开发工作。

按合同应收金额 7,306,269.19

2015年1-6月

子项目建设成果

完成台式485终端、挂式485终端、通讯转控设备台式LAN终端、

挂式LAN终端、现金充值终端、补助圈存终端等部分硬件购置；卡

片发行管理子系统、密钥管理子系统、清算管理子系统、卡片信息

交换管理子系统、设备管理子系统、运营维护管理子系统、辅助决

策支持子系统、养老保险子系统、失业保险子系统、医疗保险子系

统、工伤保险子系统、生育保险子系统、教育系统一卡通管理子系

统等应用软件部分开发工作；工程安装工作。

按合同应收金额 14,612,538.39

2014年---2015年

1-6月

子项目累计建设成

果

完成操作系统、数据库软件、中间件软件、防病毒软件系统的购

置；服务器、光纤磁盘阵列、虚拟带库、核心路由器、核心交换机、

汇聚交换机、二层交换机、防火墙、入侵防御、安全审计/上网行为

管理、台式485终端、挂式485终端、通讯转控设备台式LAN终端、

挂式LAN终端、现金充值终端、补助圈存终端等硬件购置；卡片发

行管理子系统、密钥管理子系统、清算管理子系统、卡片信息交换

管理子系统、设备管理子系统、运营维护管理子系统、辅助决策支

持子系统、养老保险子系统、失业保险子系统、医疗保险子系统、

工伤保险子系统、生育保险子系统、教育系统一卡通管理子系统

等应用软件开发；工程安装工作

累计按合同应收金

额

21,918,807.58

19、智慧规划

合同主要条款内容

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智慧城市项目建设，包括智慧城管、平安城

市和智慧交通、云计算中心、智慧城市指挥大厅等21个子项目:

(1）甲方在合同签订生效之日后的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

10%的价款。

（2）甲方在乙方的硬件设备和软件进场验收确认之后5个工作日

内支付合同金额20%的价款。

（3）甲方项目上线试运行并通过项目验收后的5个工作日内支付

合同金额65%的价款。

（4）剩下5%价款作为质保金，在验收满一年后的5个工作日内支

付。

子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操作系统、数据库软件、中间件软件。 防病毒软件系统的购置；服

务器、光纤磁盘阵列、虚拟带库、核心路由器、核心交换机、汇聚交

换机、二层交换机、防火墙、入侵防御、安全审计/上网行为管理、

安全管理平台、运维管理系统、服务器等硬件购置；规划编制管

理、规划审批管理、规划辅助决策台、阳光规划管理、综合门户信

息发布平台等应用软件开发；数据普查、工程安装和运营维护

子项目合同金额 11,413,835.60

子项目开工时间 2014.9.13

子项目预计完工时间 2015.12.31

2014年度

子项目建设成果

完成操作系统、数据库软件、中间件软件、防病毒软件的部分系统

购置工作；服务器、光纤磁盘阵列、虚拟带库、核心路由器、核心交

换机、汇聚交换机、二层交换机、防火墙、入侵防御、安全审计/上

网行为管理、安全管理平台、运维管理系统、服务器等部分硬件购

置工作；规划编制管理、规划审批管理、规划辅助决策台、阳光规

划管理、综合门户信息发布平台等应用软件的部分开发工作。

按合同应收金额 1,141,383.56

2015年1-6月

子项目建设成果

完成GIS平台软件及二次开发包、数据存储、SAN光纤网络交换机

购置工作；规划编制管理、规划审批管理、规划辅助决策台、阳光

规划管理、综合门户信息发布平台等应用软件的部分开发工作；

数据普查和工程安装工作。

按合同应收金额 2,282,767.12

2014年---2015年

1-6月

子项目累计建设成

果

完成操作系统、数据库软件、中间件软件、防病毒软件系统的购

置；服务器、光纤磁盘阵列、虚拟带库、核心路由器、核心交换机、

汇聚交换机、二层交换机、防火墙、入侵防御、安全审计/上网行为

管理、安全管理平台、运维管理系统、服务器等硬件购置；规划编

制管理、规划审批管理、规划辅助决策台、阳光规划管理、综合门

户信息发布平台等应用软件开发；数据普查和工程安装工作

累计按合同应收金

额

3,424,150.68

20、城市指挥中心

合同主要条款内容

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智慧城市项目建设，包括智慧城管、平安城

市和智慧交通、云计算中心、智慧城市指挥大厅等21个子项目:

(1）甲方在合同签订生效之日后的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

10%的价款。

（2）甲方在乙方的硬件设备和软件进场验收确认之后5个工作日

内支付合同金额20%的价款。

（3）甲方项目上线试运行并通过项目验收后的5个工作日内支付

合同金额65%的价款。

（4）剩下5%价款作为质保金，在验收满一年后的5个工作日内支

付。

子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呼叫中心系统、大屏幕显示系统、展厅智慧社区、智慧家居设备、

装修及机房、大厅及会议室设备（办公家具、定制工程机吊架、进

口美国亿立投影布墙壁油漆、投影机幕布、拼接融合器通道、投影

机、公安光纤、固态硬盘、电源、音响、话筒）等硬件购置；工程安装

和运营维护

子项目合同金额 48,253,001.16

子项目开工时间 2014.10.30

子项目预计完工时间 2015.12.31

2014年度

子项目建设成果

完成呼叫中心系统、大屏幕显示系统、展厅智慧社区、智慧家居设

备、装修及机房、大厅及会议室设备的购置工作。

按合同应收金额 14,475,900.35

2015年1-6月

子项目建设成果

完成办公家具、定制工程机吊架、进口美国亿立投影布墙壁油漆、

投影机幕布、拼接融合器通道、投影机、公安光纤、固态硬盘、电

源、音响、话筒等硬件购置工作，以及工程安装工作。

按合同应收金额 0.00

2014年---2015年

1-6月

子项目累计建设成

果

完成呼叫中心系统、大屏幕显示系统、展厅智慧社区、智慧家居设

备、装修及机房、大厅及会议室设备（办公家具、定制工程机吊架、

进口美国亿立投影布墙壁油漆、投影机幕布、拼接融合器通道、投

影机、公安光纤、固态硬盘、电源、音响、话筒）等硬件购置工作；以

及工程安装工作

累计按合同应收金

额

14,475,900.35

21、网格化管理

合同主要条款内容

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智慧城市项目建设，包括智慧城管、平安城

市和智慧交通、云计算中心、智慧城市指挥大厅等21个子项目:

(1）甲方在合同签订生效之日后的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

10%的价款。

（2）甲方在乙方的硬件设备和软件进场验收确认之后5个工作日

内支付合同金额20%的价款。

（3）甲方项目上线试运行并通过项目验收后的5个工作日内支付

合同金额65%的价款。

（4）剩下5%价款作为质保金，在验收满一年后的5个工作日内支

付。

子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拼接单元、拼接控制管理系统、图像拼接控制处理器、控制电脑、

打印机、LED显示屏、拼接单元、专用机架底座、办公桌椅、电视墙

架、打印机、电视机、分配器、交换机、光纤等硬件购置和工程安装

工作。

子项目合同金额 44,363,900.00

子项目开工时间 2014.12.4

子项目预计完工时间 2014.12.31

2014年度

子项目建设成果

完成拼接单元、拼接控制管理系统、图像拼接控制处理器、控制电

脑、打印机、LED显示屏、拼接单元、专用机架底座、办公桌椅、电

视墙架、打印机、电视机、分配器、交换机、光纤等硬件购置工作。

按合同应收金额 13,309,170.00

2015年1-6月

子项目建设成果 ‐

按合同应收金额 0.00

2014年---2015年

1-6月

子项目累计建设成

果

完成拼接单元、拼接控制管理系统、图像拼接控制处理器、控制电

脑、打印机、LED显示屏、拼接单元、专用机架底座、办公桌椅、电

视墙架、打印机、电视机、分配器、交换机、光纤等硬件购置工作。

累计按合同应收金

额

13,309,170.00

（二）江西城市云信息公司按照上述合同约定向天夏科技付款情况

序

号

子项目名称

2014年度 2015年1-6月 2014年---2015年1-6月

按合同应收金额 本期收回金额

按合同应收金

额

本期收回金额

累计按合同应收金

额

累计收回金额

1 平安城市 15,239,986.80

250,000,000.00

0

170,000,000.00

15,239,986.80

420,000,000.00

2 智慧交通 15,750,935.64 0 15,750,935.64

3 智慧城管 11,400,105.28 0 11,400,105.28

4 智慧执法 4,753,436.57 0 4,753,436.57

5 智慧教育 10,648,088.99 0 10,648,088.99

6 智慧农业 4,796,212.91 0 4,796,212.91

7 地理空间 2,745,252.47 5,490,504.94 8,235,757.40

8 智慧社区 54,091,216.60 0 54,091,216.60

9 云计算中心 41,407,798.30 0 41,407,798.30

10 智慧环保 8,157,816.92 0 8,157,816.92

11 智慧房管 2,857,103.68 0 2,857,103.68

12 智慧公交 3,398,949.27 0 3,398,949.27

13 智慧管网 2,002,395.03 4,004,790.06 6,007,185.10

14 智慧市场 3,413,071.83 0 3,413,071.83

15 智慧消防 4,588,859.26 0 4,588,859.26

16 智慧水利 3,504,510.47 0 3,504,510.47

17

应急指挥平

台

2,743,019.50 5,486,039.00 8,229,058.50

18 一卡通 7,306,269.19 14,612,538.39 21,918,807.58

19 智慧规划 1,141,383.56 2,282,767.12 3,424,150.68

20

城市指挥中

心

14,475,900.35 0 14,475,900.35

21 网格化管理 13,309,170.00 0 13,309,170.00

合计 227,731,482.62 250,000,000.00 31,876,639.51 170,000,000.00 259,608,122.12 420,000,000.00

保荐机构核查了上述合同的主要条款，实地勘察项目建设实施情况，并与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查看了相

关付款凭证等，认为天夏科技按照上述合同约定提供了相关服务，服务成果良好；江西城市云信息公司已按照

上述合同约定向天夏科技进行了付款。

四、请申请人说明与上述合同相关的收入确认的具体方法及合规性；如果系采用收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

请说明该方法的适用性，公司是否取得与工作量相关的可靠外部证据。 请会计师说明实施的与上述收入和应

收账款相关的审计程序以及获取的审计证据。

（一）请申请人说明与上述合同相关的收入确认的具体方法及合规性；如果系采用收入百分比法确认收

入，请说明该方法的适用性，公司是否取得与工作量相关的可靠外部证据

天夏科技与江西城市云信息公司分别签订了智慧城管、平安城市和智慧交通、云计算中心、智慧城市指挥

大厅等21个独立项目合同，每个项目合同均分别详细列示出软件、硬件、局部工程建设等每一个具体项目的

数量、单价、总价及验收标准。 因此，天夏科技可以清楚划分该合同的硬件销售收入、软件销售收入、系统局部

工程建设收入。

1、硬件销售收入，需要安装调试的，按合同约定在项目实施完成并经客户验收合格后确认收入；不需要安

装的，以产品交付并经客户验收后确认收入。

2、软件销售收入，需要安装调试的，按合同约定在项目实施完成并经客户验收合格后确认收入；不需要安

装的，以产品交付并经客户验收后确认收入。

3、系统局部工程建设收入，按照建造合同确认收入，以累计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占合同预计总成本的比

例确定完工进度。

合同收入确认所提供的证明依据：（1）客户提供完工证明或交付使用证明等文件；（2）监理公司根据工

程进度检验情况确认的监理报告；取得以上相关（1）、（2）项证明（包括但不限于验收报告、完工证明及交付

使用证明）时，按每一个具体产品所对应合同中的销售金额来确认收入的实现。

上市公司恒生电子（600570）、信雅达（600571）系统集成收入确认的方法为“在软件收入、工程安装收

入与外购商品销售收入能分开核算的情况下，软件收入按上述软件产品销售和定制软件的原则进行确认；在

软件收入、工程安装收入与外购商品销售收入不能分开核算，且工程安装费是商品销售收入的一部分时，则一

并核算，软件产品收入与工程安装收入在整个商品销售时一并确认……。 ” ，与天夏科技系统集成收入确认方

法一致；上市公司浙大网新（600797）系统集成收入确认的方法为“在软件收入、集成实施收入与外购商品销

售收入能分开核算的情况下，软件收入按上述软件产品销售和定制软件的原则进行确认；在软件收入、集成实

施收入与外购商品销售收入不能分开核算，且集成实施费是商品销售收入的一部分时，则一并核算，软件产品

收入与集成实施收入在整个商品销售时一并确认……” ，与上述方法类似。

综上，天夏科技的收入确认以客户及监理公司等第三方的验收证明为依据，天夏科技确认收入的具体方

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也符合天夏科技的实际情况。

（二）请会计师说明实施的与上述收入和应收账款相关的审计程序以及获取的审计证据。

1、会计师实施的主要审计程序如下：

（1）与收入相关的审计程序

①对公司销售与收入业务循环作符合性测试，抽查大额交易，检查出货记录和收款记录、会计记录是否相

符，评价公司销售与收入业务的内部控制；

②获取或编制主营业务收入明细表，复核加计是否正确，并与总账数和明细账合计数核对是否相符；

③实质性分析程序：将本期与上期的主营业务收入进行比较，分析收入的项目结构变动是否正常，并分析

异常变动的原因；比较收入的变动情况，分析其变动趋势是否正常，是否符合被审计单位的经营规律，并查明

异常现象和重大波动的原因；分析比较本期与上期主要产品售价和毛利率变化情况，分析收入与成本是否配

比，是否存在重大波动和异常情况；

④根据增值税发票申报表或普通发票，估算全年收入，与实际收入金额比较；

⑤检查主营业务收入的确认条件、方法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前后期是否一致，是否符合既定的收入确

认原则、方法；

⑥检查收入的确认是否与发票、发货单、销售合同、工程确认单、监理报告等一致；

⑦结合对应收账款的审计，向客户江西城市云信息投资有限公司函证本期销售额；

⑧进行销售的截止测试，检查出库日期或者收款日期、记账日期和发货日期是否归属于同一适当会计期

间，判断收入确认的真实、及时和完整性。

⑨与券商、律师一起对客户江西城市云信息投资有限公司进行访谈，实地了解客户和项目的基本情况，分

析其股东及关键管理人员构成，判断其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取得公司管理当局关于销售中是否存在关

联交易的特别声明；

⑩检查营业收入是否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在财务报表中作出恰当列报。

赣州项目收入确认明细表

单位：元

合同编号

子项目

名称

合同总价（含

税）

2014年确认收入 2015年1-6月确认收入

合计确认额

和工程

确认单

是否一

致

有无工

程验收

报验表

含税金额 不含税金额 含税金额 不含税金额

JX201406

06-C1601

平安城

市系统

50,799,956.00 40,056,323.60 34,236,174.02 - 40,056,323.60 是 有

JX201406

06-C1602

智慧交

通系统

52,503,118.79 42,476,278.92 36,304,511.90 - 42,476,278.92 是 有

JX201406

06-C1603

城市指

挥中心

48,253,001.16 38,507,272.86 32,912,199.03 6,694,651.74 5,872,498.42 45,201,924.60 是 有

JX201406

06-C160

4

智慧管

网系统

20,023,950.32 8,301,859.02 7,095,606.00 11,134,700.00 10,504,433.96 19,436,559.02 是 有

JX201406

06-C1605

智慧城

管系统

38,000,350.93 32,460,517.81 27,744,032.32 524,800.00 495,094.34 32,985,317.81 是 有

JX201406

06-C1606

智慧执

法系统

15,844,788.58 14,409,214.29 11,713,003.66 1,135,574.29 1,029,102.85 15,544,788.58 是 有

JX201406

06-C1607

智慧市

场系统

11,376,906.09 6,345,538.14 5,423,536.86 1,421,367.95 1,314,494.61 7,766,906.09 是 有

JX201406

06-C1608

智慧环

保系统

27,192,723.07 23,580,985.71 18,378,534.79 2,921,737.35 2,678,937.60 26,502,723.06 是 有

JX201406

06-C1609

智慧教

育系统

35,493,629.96 30,059,071.43 29,328,018.32 4,635,510.91 4,241,389.76 34,694,582.34 是 有

JX201406

06-C1610

智慧农

业系统

15,987,376.37 13,520,242.86 11,440,293.03 - 13,520,242.86 是 有

JX201406

06-C1611

地理空

间框架

27,452,524.68 10,028,142.86 8,571,062.26 16,446,653.25 14,458,461.78 26,474,796.11 是 有

JX201406

06-C1612

智慧公

交系统

11,329,830.90 10,530,006.38 9,000,005.44 - 10,530,006.38 是 有

JX201406

06-C1613

智慧消

防系统

15,296,197.54 11,975,098.28 9,700,909.64 2,921,099.26 2,549,491.50 14,896,197.54 是 有

JX201406

06-C1614

城市公

共服务

与应急

指挥平

台

27,430,195.00 7,130,428.57 6,094,383.39 14,519,766.43 12,792,279.28 21,650,195.00 是 有

JX201406

06-C1615

市民一

卡通系

统

73,062,691.93 11,466,142.91 9,800,122.14 61,596,549.02 53,199,184.83 73,062,691.93 是 有

JX201406

06-C1616

智慧社

区和智

慧园区

180,304,055.34 160,508,857.14 137,187,057.38 7,013,970.68 6,291,188.04 167,522,827.82 是 有

JX201406

06-C1617

智慧规

划系统

11,413,835.60 5,000,142.86 4,273,626.37 6,013,692.74 5,276,003.13 11,013,835.60 是 有

JX201406

06-C1618

云计算

中心

138,025,994.32 81,983,230.00 70,071,136.75 1,236,427.52 1,166,441.06 83,219,657.52 是 有

JX201406

06-C1619

智慧房

管系统

9,523,678.93 8,658,608.81 7,750,983.21 65,070.12 55,615.46 8,723,678.93 是 有

JX201406

06-C1620

智慧水

利系统

11,681,701.57 9,843,701.57 8,441,661.93 1,298,000.00 1,109,401.71 11,141,701.57 是 有

JX201406

06-C1621

社区网

格化管

理

44,363,900.00 44,363,900.00 36,931,059.50 - 44,363,900.00 是 有

合计 865,360,407.08 611,205,564.01 522,397,917.96 139,579,571.26 123,034,018.33 750,785,135.27

（2）与应收账款相关的审计程序

①获取或编制应收账款明细表，复核加计是否正确，并与总账数和明细账合计数核对是否相符；结合坏账

准备科目与报表数核对是否相符；

②检查涉及应收账款的相关财务指标进行分析程序：

i复核应收账款借方累计发生额与主营业务收入是否配比， 并将当期应收账款借方发生额占销售收入净

额的百分比与管理层考核指标比较，如存在差异应查明原因；

ii计算应收账款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天数等指标，并与被审计单位以前年度指标、同行业同期相关指标

对比分析，检查是否存在重大异常；

③获取或编制应收账款账龄分析表：

i测试计算的准确性；

ii将加总数与应收账款总分类账余额相比较，并调查重大调节项目；

iii检查原始凭证，如销售发票、运输记录等，测试账龄核算的准确性；

iv请被审计单位协助，在应收账款明细表上标出至审计时已收回的应收账款金额，对已收回金额较大的

款项进行常规检查，如核对收款凭证、银行对账单、销货发票等，并注意凭证发生日期的合理性，分析收款时间

是否与合同相关要素一致；

④对应收账款进行函证（本客户由审计人员现场面函并当场取得回函），编制“应收账款函证结果汇总

表” ，并评价函证结果；

⑤对应收账款进行截止性测试，检查应收账款的确认是否提前或延后；

⑥评价坏账准备计提的适当性：

i取得或编制坏账准备计算表，复核加计正确，与坏账准备总账数、明细账合计数核对相符。将应收账款坏账准

备本期计提数与资产减值损失相应明细项目的发生额核对，是否相符；

ii分析应收款项的可收回性，并根据公司坏账计提政策和应收款项的可收回情况测试坏账准备计提的合

理性；

⑦结合对收入的审计，检查应收账款的真实性：

i了解交易事项目的、价格和条件，作比较分析；

ii检查销售合同、销售发票、货运单证、工程确认单、监理报告等相关文件资料是否与应收账款的确认一

致；

iii对本期收回的应收账款检查有关收款凭证，复核其真实性；

iv与券商、律师一起对客户江西城市云信息投资有限公司进行访谈，实地了解客户和项目的基本情况、项

目交易背景、合同执行情况和工程款结算进度等，以确认交易和应收账款的真实性、合理性。

⑧检查银行存款和银行贷款等询证函的回函、会议纪要、借款协议和其他文件，确定应收账款是否已被质

押或出售；

⑨确定应收账款是否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在财务报表中作出恰当的列报。

天夏科技对江西城市云信息投资有限公司的应收账款明细如下：

单位：元

时点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2014年12月31日 361，205，564.01 16，142，612.10 345，062，951.91

2015年6月30日 330，785，135.27 19，604，387.13 311，180，748.14

2、会计师获取的主要审计证据如下：

（1）公司关于销售与收入业务循环的内部控制制度文件及向公司管理层和员工了解内部控制的访谈记录。

（2）销售合同、销售发票、货运单证、银行对账单、收款凭证、工程确认单、监理报告等相关文件及原始凭证；

（3）公司提供的会计报表、总账、明细账、记账凭证、主营业务收入明细表、应收账款明细表、应收账款账

龄分析表等会计资料；

（4）与券商、律师一起对客户江西城市云信息投资有限公司进行实地访谈取得的客户访谈纪要；

（5）经客户江西城市云信息投资有限公司确认无误的应收账款询证函回函；

（6）会计师编制的相关分析表、测试表、检查表等审计工作底稿；

（7）公司的重要会议纪要及管理当局的相关书面声明。

问题2、根据媒体质疑：（1）与上述8亿元合同相关的招投标，至2014年8月底，才确定中标单位；而天夏科

技至2014年9月30日已产生对江西城市云信息公司的应收账款1.7亿元；(2)2014年9月2日，某咨询公司受江西

城市云信息公司委托，发布《赣州市南康区智慧城市设计与实施项目招标公告》，该项目列示了智慧交通、智

慧教育、智慧城管、智慧社区四项目内容，招标预算金额合计金额仅为1.85亿元，与上述8亿元的合同金额相差

较大。

请申请人对上述事项进行解释说明，包括上述8亿元合同的签署时间、相关政府采购的中标时间、天夏科

技根据上述合同开始提供服务的时间、至2014年9月末确认的收入金额及合规性；上述招预算金额与8亿元合

同金额相差较大的原因及合规性。 请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

回复：

（一）对上述事项解释说明，包括上述8亿元合同的签署时间、相关政府采购的中标时间、天夏科技根据上

述合同开始提供服务的时间、至2014年9月末确认的收入金额及合规性

1、中标时间：天夏科技参与赣州市南康区智慧城市设计与实施项目招标，并于2014年9月23日中标，取得

赣州市南康区智慧城市设计与实施项目。

2、合同签署时间：赣州项目（8亿元项目）包括20个子项目，合同的签署时间为2014年9月26日（增补合

同即第21个子项目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14年12月4日）。

3、开始提供服务时间、服务成果等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提供服务时间 服务成果

预计施

工期限

1 平安城市 2014.7.3

完成操作系统、数据库、手机端地图引擎、防病毒软件

的购置；完成200万高速球型摄像机、200万红外高清球

型摄像机、200万高清枪式摄像机、LED补光灯、光纤收

发器、企业级硬盘、立杆、基础（含施工）、UPS的购置，

以及部分应用软件开发工作。

其中：软硬件销售金额1410.2万元，应用软件开发

金额1891.2万元。

2015.3.3

2 智慧交通 2014.8.7

完成操作系统、数据库、手机端地图引擎、防病毒软件

的购置；完成测速抓拍仪、22v交流闪光灯、电警抓拍单

元、车牌补光灯、环境补光灯、终端服务器、红灯信号检

测器、补光灯、违法处理服务器、后台分析平台、企业级

硬盘、综合软件平台、KVM、立杆施工、机柜、UPS的购

置；完成部分应用软件开发。

其中：软硬件销售金额814.5万元，应用软件开发

1637.8万元。

2015.3.7

3 智慧城管 2014.7.11

完成操作系统、数据库、虚拟化软件、手机端地图引擎、

防病毒软件的购置；完成核心路由器、核心交换机、汇

聚交换机、二层交换机、防火墙、入侵防御、安全审计/

上网行为管理、安全管理平台、运维管理系统、前置服

务器的购置；完成部分应用软件开发。

其中：软硬件销售金额257.5万元，应用软件开发

金额1825.5万元。

2015.4.11

4 智慧执法 2014.8.23

完成操作系统、数据库、手机端地图引擎、防病毒软件

的购置；完成二层交换机、安全审计/上网行为管理、

GPS车载设备终端、数字执法车载式监测综合摄像系

统、3G视频监控软件系统的购置；完成部分应用软件

开发工作。

其中：软硬件销售金额61.2万元，应用软件开发金

额882.3万元。

2015.4.23

5 智慧教育 2014.8.25

完成操作系统、数据库、防病毒软件的购置；完成高清

网络球机、摄像机悬臂锥杆的购置；完成部分应用软件

开发工作。

其中：软硬件销售金额150.9万元，应用软件开发

金额650.5万元。

2015.6.25

6 智慧农业 2014.8.8

完成操作系统、数据库、手机端地图引擎、防病毒软件

的购置；完成数据库服务器、应用系统服务器、GIS系统

服务器、视频服务器、呼叫中心服务器、外网服务器、无

线采集服务器、前置服务器、光纤磁盘阵列、核心交换

机、汇聚交换机、二层交换机、土壤水分监测采集模块、

二氧化碳监测模块、大棚设施控制器、条形码打印机、

高清解码器、高清网络球机、呼叫中心系统设备的购

置；完成部分应用软件开发工作。

其中：软硬件销售金额455.4万元，应用软件开发

金额907.2万元。

2015.4.8

7 地理空间 2014.7.11

完成操作系统、数据库软件的购置；完成部分应用软件

开发工作。

其中：软硬件销售金额41.6万元，应用软件开发金

额1379.3万元。

2015.5.11

8 智慧社区 2014.8.11

完成操作系统、数据库软件、中间件软件、GIS平台软件

及二次开发包、手机端地图引擎、防病毒软件、信息工

作流软件的购置；完成呼叫中心设备的购置。

其中：软硬件销售金额271.6万元。

2015.4.11

9 云计算中心 2014.9.30

完成云计算操作系统购置；完成光纤交换机的购置。

其中：软硬件销售金额536.6万元。

2015.4.30

10 智慧环保 2014.9.4 - 2015.5.4

11 智慧房管 2014.9.15 - 2015.4.15

12 智慧公交 2014.7.3 - 2015.4.3

13 智慧管网 2014.8.12 - 2015.6.12

14 智慧市场 2014.9.8 - 2015.5.8

15 智慧消防 2014.7.27 - 2015.6.27

16 智慧水利 2014.7.13 - 2015.5.13

17 应急指挥平台 2014.8.25 - 2015.4.25

18 一卡通 2014.7.17 - 2015.8.17

19 智慧规划 2014.9.13 - 2015.5.13

20 城市指挥中心 2014.10.30 - 2015.3.15

21 网格化管理 2014.12.4 - 2015.3.4

(下转B0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