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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中补充披露如下：

博康智能产品功能实现的一般过程情况如下：

博康智能利用监控摄像机、补光灯等前端采集设备采集图像视频信息，经过通

信专网或互联网将信息传输至后台，通过智能分析检测设备、存储设备、应用服务

器设备等加载图像智能解析算法与大数据挖掘应用程序， 对采集来视频数据进行

结构化与非结构化的特征提取，对特征数据、视频数据按大数据方式进行存储，最

终根据用户的业务需求，提供安全与交通领域的各类大数据行业应用产品。

（1）安全管理

以图像侦查系统为例，博康智能安全管理的行业应用产品情况如下：

该系统可根据对目标的面部特征、服饰特征等进行识别，在特定区域内的图

像、视频资料进行搜索，并针对疑似目标进行自动报警，提升管理部门对特定目标

的追踪效率。

（2）交通管理

以交通肇事逃逸案件情报系统为例，博康智能交通管理的行业应用产品情况

如下：

①交通肇事逃逸事件出现后，系统可根据案件相关信息，查询获取肇事逃逸事

件的线索，如肇事车牌号、车型、事件发生时间等；

②根据线索，在事件发生区域，通过以图搜图、车辆搜索等方式，自动查询监控

系统所采集的图像信息，形成目标出现场景集合；

③将目标出现场景进行整合，自动生成目标的移动轨迹，提升管理部门侦破交

通肇事逃逸事件的效率。

（2）请公司结合竞争对手情况，分析标的资产在智慧安全及智慧交通业务领

域的具体竞争优势及劣势。

上市公司在重组报告书“第八章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二、交易标的行业特点和经

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二）交易标的的核心竞争力及行业地位”中补充披露如下：

1、竞争优势

（1）技术优势

作为人才与技术密集型企业，博康智能长期关注核心技术的创新及研究，形成

了“图像解析及内容检索技术” 及“数据管理及挖掘应用关键技术” 两大核心技

术，核心技术在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①图像解析及内容检索技术

博康智能的图像解析及内容检索技术有以下优势：

A、实现了深度学习技术在全线视频分析产品中的应用，是在智慧安全及智慧

交通领域最早使用该技术的厂商之一；具有面向安全管理、交通管理的模型构建及

优化技术，形成行业领先的深度学习网络；具有大规模、多CPU（中央处理器）的深

度学习计算平台技术，可大幅提升技术的训练效率；具有独特的深度学习算法优化

技术，可实现在GPU（图像处理器）平台、嵌入式平台等多个计算平台的实时处理；

B、具备领先的大规模数据标注平台技术，可有效地解决数据标注问题；

C、具备领先的全视频3D模型技术，可有效去除2D场景的各种干扰，极大地提

升了对图像识别的准确率；

D、具备经过多年收集而形成的海量视频图像训练样本库，通过对海量样本库

的学习，可大幅提升核心算法性能。

基于图像解析及内容检索技术， 博康智能是国内最早实现了基于视频的全目

标检测抓拍技术的厂商之一；推出了以车标识别为代表的车辆细分特征识别技术、

基于以图搜图的视频检索技术、面向卡口图片的二次识别技术、面向安全管理及交

通管理的深度学习技术等，关键技术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并受到了国家相关部门和

同行业的认可。

2011年至2015年期间， 博康智能在图像智能分析方向承担了两项国家科技部

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一项国家863课题。 博康智能自主研发的面向高清视频监控的

感兴趣目标智能处理技术及应用项目荣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博康智能自

主研发的智能视频检测器被国家科学技术部、环境保护部、商务部、质量监督检验

检疫总局评为“国家重点新产品” ；博康智能自主研发的人脸识别系统获科技部创

新基金资助；博康智能自主研发的高清视频的智能处理、特征提取及结构化语义描

述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获国家发改委2012年物联网技术研发及产业化专项

第一批项目资助。

②数据管理及挖掘应用关键技术

博康智能的数据管理及挖掘应用关键技术有以下优势：

A、结合先进的大数据存储、计算、管理技术，实现海量数据的分布式存储、计算

的秒级响应，在支持的数据规模和响应速度方面，达到行业先进水平；

B、先进的大数据可视化技术、关联分析技术，结合安全、交通等细分领域的行

业应用，形成丰富的行业数据挖掘模型，在实际业务应用中发挥重要作用；

C、与先进的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算法深入结合，从复杂的数据中提取内在关

联，实现数据挖掘算法的智能化；

D、经过多年的数据管理实际运营经验，结合行业实际需求形成了完整的大数

据综合管理服务平台技术，可对各种数据中心提供有效的支撑。

基于数据管理及挖掘应用关键技术， 博康智能在国内推出了百亿级车辆信息

大数据系统、千万级人脸大数据系统；基于博康在大数据技术、应用及产品化方面

的优势，2012年，英特尔与博康智能成立了“智慧城市联合实验室” ，共同研发面向

智慧城市的大数据关键技术；2013年，博康智能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成立创新应用

研究中心，共同研发智慧城市大数据管理平台产品；2013年，博康智能大数据一体

化处理技术研究及公共安全应用示范项目获上海市科委“科技行动计划” 大数据

专项资助；2014年，博康智能基于大数据架构的车辆信息智能解析与应用平台项目

荣获中国智能交通协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2）行业智慧化实践优势

行业的智慧化建设是长期持续的过程。 伴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对行业需求理

解的不断深入，行业智慧化建设的水平不断提升。 安全及交通行业是我国智慧化建

设开展最早的细分行业，行业智慧化水平整体处于领先地位，对其他行业的智慧化

建设具有明确的参考意义。 博康智能是国内最早参与安全、交通领域智慧化建设行

业竞争的厂商之一。 伴随着这两大细分行业智慧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博康智能逐步

积累了丰富的行业智慧化建设经验；在参与行业智慧化建设的同时，博康智能多年

来保持对自主核心技术研发的持续投入，逐步形成了自己完善的核心技术体系。 通

过长期专注这两大细分领域的行业发展趋势， 紧紧围绕安全管理及交通管理不断

涌现的崭新业务需求， 博康智能能够将先进的信息技术成果应用于行业智慧化实

践，已成为这两大行业中智慧化建设的领先企业：

2008年，博康智能参与了北京奥运场馆区高清监控系统全覆盖系统的建设，该

项目是规模化高清视频监控系统的成熟应用；

2009年，博康智能参与了国庆60周年阅兵路线、八达岭高速、京承高速、京通快

速路全覆盖高清监控系统的建设，该项目是高清视频监控系统的一次大规模应用。

在该项目中，博康智能成功实现了对机动车的车牌识别、交通事件监测等功能；

2010年，博康智能参与了世博会浦东新区高清图像覆盖及智能卡口系统1万余

点位的高清监控、2,000余点位智能卡口监控项目的建设。在该项目中，博康智能实

现了集安全管理、交通管理为一体的高清卡口建设，实现了对机动车、非机动车、行

人等不同类型信息的图像解析；

2012年， 博康智能参与了中共十八大会议重要会议地点周边出入口路段的安

全管理及交通管理工程。 在该项目中，博康智能实现了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以及对

行人异常行为的分析；

2013年，博康智能参与了安徽省公安厅的大数据项目建设，实现了对图片、文

本等分散数据的存储、调用、查询及深度分析；

2014年，博康智能参与了贵阳市视频大数据项目的建设，实现了对全市的视频

大数据的分析；同年，博康智能参与了广东省多个地市的大数据平台建设。

上述项目的实施促进了博康智能核心技术不断成熟及行业智慧化建设实践经

验的不断积累，也体现了博康智能的行业智慧化实践优势。

（3）品牌优势

丰富的成功项目案例是取得客户信任的关键因素。 博康智能参与的具有较大

行业影响力的项目情况如下：

序号 时间 项目名称 项目概况

1 2008年 北京奥运会

参与奥运场馆区全覆盖高清监控系统的建设，是该项目建设的主

要厂商之一，该项目合同金额为1,093万元。

2 2009年 60周年阅兵

参与国庆60周年阅兵路线、八达岭高速、京承高速、京通快速路全

覆盖高清监控系统的建设，是该项目建设的主要厂商之一，该项

目合同金额为1,372万元。

3 2010年 上海世博会

参与上海世博会浦东新区高清图像覆盖及智能卡口系统1万余点

位高清监控、2000余点位智能卡口监控系统的建设，是该项目建

设的主要厂商之一，该项目合同金额为1,621万元。

4 2011年 深圳大运会

参与大运会场馆及周边道路高清智能监控系统的建设，是该项目

建设的主要厂商之一，该项目合同金额为323万元。

5 2013年 沈阳全运会

全运会场馆及周边区域的图像智能调度系统的租用，该项目合同

金额为17万元。

6 2014年 北京APEC会议

会议相关区域的警卫路线图像智能调度系统的租用，该项目合同

金额为15万元。

7 2014年 上海亚信峰会

参与会议相关区域的高清视频监控系统及警卫路线图像智能调

度系统的建设，是该项目建设的主要厂商之一，该项目合同金额

为633万元。

8 2014年 博鳌论坛

会议相关区域的监控图像智能调度系统的租用，该项目合同金额

为25万元。

9 2015年 九三阅兵

基于在阅兵相关区域的高清监控系统的建设，相关建设成果为九

三阅兵提供了安全保障，并受到了公安部的书面表彰，该项目合

同金额为1,872万。

博康智能获得的行业荣誉情况如下：

序号 时间 荣誉名称 颁奖机构

1 2014年

中国智能交通协会

科学技术奖

中国智能交通协会：由科技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铁道部、中国民航局共同发起，经民政部批准成立。 中国

智能交通协会科学技术奖是为奖励在中国智能交通科学技术发

展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单位而设立的，以加速智能交通科学

技术事业的发展。 该奖项一年评审一次，在智能交通行业具有重

要的影响力。

2 2015年

A&S中国安防十大

民族品牌

A&S为《安全&自动化》杂志：自1994年创刊，A&S持续关注国

内安防设备商、集成商等企业的技术发展、市场布局和行业应用。

A&S中国安防十大民族品牌的调查活动已举办多届， 反映了安

防业界品牌实力的现状。

3 2015年

CPS智能交通（智

慧城市）建设推荐

品牌

CPS智能交通建设推荐品牌的评选活动由国家ITS中心、 深圳市

智能交通行业协会、 中国智能交通网、ITS智能交通杂志社共同

主办，对企业年生产总值、技术创新能力、品牌知名度、市场占有

率、诚信经营、企业社会责任感等六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估，该奖项

在智能交通（智慧城市）行业中拥有很高的影响力。

4 2015年

中国智能交通30强

企业

“中国智能交通产业三十强” 评选始于2012年，由中国公共安全

杂志社、智能交通杂志社、中国智能交通网主办，主要就企业规模

实力、技术创新、品牌知名度、企业社会责任等四个主要方面进行

综合评估，经过严格筛选，最终确定出年度行业三十强企业名单。

同时，博康智能的解决方案还被广泛应用于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的安全、交

通领域，积累了大量的项目经验。 在全国范围内，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的用

户对产品及服务的要求较高，关注系统的性能及稳定性。 博康智能以高质量的产品

系统及整体解决方案获得了行业用户的高度认可，在行业中树立了技术领先、产品

稳定的良好品牌形象，促进了博康智能业务的持续增长。

（4）人才优势

根据产品规划、研发、测试与技术支持的实际需要，博康智能通过内部培养和

外部引进两种方式建立了产学研结合的优秀研发队伍。截至2015年10月31日，博康

智能共有基础研发、产品开发和技术支持人员518名，占员工总数的67.89%；在管理

人才方面，博康智能拥有众多在行业中承担过重要项目关键角色的优秀人才，具备

丰富的项目管理经验，可充分满足博康智能的业务管理需求。

2、竞争劣势

（1）融资渠道单一

相比于同行业上市公司所具有的多层次融资渠道，博康智能的主要融资渠道

为银行借款，融资渠道单一，限制了博康智能的发展。 随着业务规模的进一步扩

大，博康智能迫切需要丰富融资渠道，以推动业务的持续增长。

（2）外延拓展方式单一

同行业上市公司在面临优质的合作方时，一方面可以使用现金实现收购，另一

方面也可通过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设立并购基金等的方式实现收购或者

战略合作。 作为非上市公司，博康智能在实施外延拓展时，只能以现金的方式进行

收购或投资，且可动用的资金规模较小，从而制约了博康智能的外延式发展。

（3）销售渠道劣势

博康智能目前销售区域主要集中于我国华东及华北地区，以北京、上海地区的

客户为主要销售对象。 尽管近年来，博康智能已经在四川、贵阳、云南、广西等华西

及华南地区建立区域业务单元，积极拓展当地市场并取得一定成果，但相比于同行

业上市公司，博康智能在销售渠道的覆盖范围上仍存在一定的竞争劣势。

（3）结合公司的主要产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披露标的资产的主营业务

上市公司在重组报告书“第三章 交易标的 八、标的公司主营业务情况中补充

披露如下：

（一）主营业务概况

博康智能是一家在智慧安全、智慧交通两大细分领域长期耕耘，利用自主研发

的“图像解析及内容检索关键技术” 和“数据管理及挖掘应用关键技术” 两大核心

技术，开展安全管理与交通管理业务的大数据行业应用公司。 博康智能通过提供前

端感知、网络传输、数据处理及业务应用的软硬件一体的整体解决方案，实现对大

数据的采集、数据处理和行业应用。

作为国内最早参与安全、交通领域智慧化建设的厂商之一，伴随着这两大细分

行业智慧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博康智能逐步积累了丰富的行业智慧化建设经验；在

参与行业智慧化建设的同时， 博康智能多年来保持对自主核心技术研发的持续投

入，逐步形成了完善的核心技术体系。

博康智能凭借先进的技术、丰富的行业经验以及对用户需求的精准把握，帮助

用户从海量数据中挖掘潜在价值，提升用户的数据使用效率，解决行业用户的关键

难题，为智慧安全及智慧交通领域客户提供专业的技术解决方案及数据应用服务。

自成立以来，博康智能先后参与了60周年国庆阅兵、上海世博会、深圳大运会、

上海亚信峰会、十八大会议、北京APEC会议、海南博鳌论坛、“九三阅兵” 等多项大

型活动保障和大型城市重点项目的建设，积累了大量成熟技术产品与项目经验，并

获得了一系列行业荣誉：2014年中国智能交通协会科学技术奖、2015年A&S中国

安防十大民族品牌、2015年CPS智能交通建设推荐品牌、2015年CPS中国智慧城市

推荐品牌等，是智慧安全、智慧交通领域最具有市场影响力的厂商之一。

通过长期关注智慧安全、智慧交通两大细分领域的行业发展趋势，紧紧围绕安

全管理及交通管理不断涌现的崭新业务需求， 博康智能不断将先进的信息技术成

果应用于行业的智慧化实践，已成为这两大行业中智慧化建设的领先企业。

自设立以来，博康智能主营业务、主要产品和服务未发生变化。

（二）主要产品

1、产品概况

围绕安全管理及交通管理业务，基于行业客户的应用需求，博康智能通过软件

开发及硬件配置，以软硬件相结合的形式提供产品及整体解决方案。 技术及服务是

博康智能产品价值的核心， 软硬件产品及解决方案是博康智能技术及服务的载体

和收入实现的具体方式。

作为一家大数据行业应用公司， 博康智能的收入均来源于大数据相关业务的

开展。 根据行业及客户的不同需求，博康智能给不同客户提供的大数据产品可能是

涵盖数据的采集、传输、分析、整合及价值挖掘等各个环节的大数据整体解决方案

及产品，也可能是特定环节的解决方案及产品。 因此，博康智能的收入实现方式主

要包括：大数据整体解决方案及产品的销售，特定数据处理环节的解决方案及产品

的销售，和大数据产品相关的工程项目实施及服务提供等。

博康智能产品功能实现的一般过程情况如下：

博康智能利用监控摄像机、补光灯等前端采集设备采集图像视频信息，经过通

信专网或互联网将信息传输至后台，通过智能分析检测设备、存储设备、应用服务

器设备等加载图像智能解析算法与大数据挖掘应用程序， 对采集来视频数据进行

结构化与非结构化的特征提取，对特征数据、视频数据按大数据方式进行存储，最

终根据用户的业务需求，提供安全与交通领域的各类大数据行业应用产品。

以在智慧安全领域的图像侦查系统为例， 博康智能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方式如

下：

通过遍布整个城市的摄像机等前端采集设备， 海量的图像数据传输至管理部

门的后台。 围绕大数据核心技术，通过为客户搭建大数据平台，博康智能可协助行

业客户实现对海量数据的高效管理，避免出现因数据量过大而导致的数据读取、调

用困难。 同时，面对已获取的海量数据，博康智能可围绕客户的实际需求提供针对

性的服务，如：由于破案需要，公安部门需要在整个城市内查找犯罪嫌疑人的踪迹。

在缺乏大数据核心产品的情况下，要实现该功能，需要通过人工阅览摄像头采集的

视频，效率低下。 博康智能的图像侦查系统是围绕先进的大数据技术开发而成的，

可以根据犯罪嫌疑人的特征图像信息，实现在海量图像中的信息自动检索，最终实

现对犯罪嫌疑人踪迹的高效定位，提高公安部门的破案效率。

在整个大数据的采集及处理过程中， 博康智能向客户提供的是实现数据采集

及处理功能的核心技术产品及服务，博康智能不获取用户的数据。

2、主要产品

目前，针对安全管理及交通管理的业务需求，博康智能在智慧安全、智慧交通

行业的应用产品情况如下：

（1）安全管理

博康智能安全管理相关产品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系统名称 系统功能 系统构成

1

可 视 化 情

报 分 析 系

统

该系统采用大数据挖掘分析技术， 解决了从

海量信息中发现价值数据的难题， 以可视化

的手段挖掘出人、车、物、事件等各类信息间

错综复杂的关联关系， 为用户呈现有价值的

情报信息

硬件：服务器、大数据一体机

软件：可视化关系分析软件、数据信

息检索软件、图形化数据比对软件

2

人 流 监 测

预警系统

该系统采用机器视觉、深度学习技术，融合运

营商、公共交通等信息，实现人流相关异构数

据（系统）资源的抽取、组织、共享，实现对公

共区域人群密度、人流方向检测，提供人流趋

势分析、 准确的人流预警预测及全方位的信

息发布

硬件：视频检测器

软件：视频检测识别软件

3

图 像 侦 查

系统

该系统采用图像智能分析技术和大数据技

术，围绕案件研判需求，对海量视频、音频、文

本等信息进行深度挖掘， 为用户提供有价值

的线索

硬件：视频检测器

软件：图侦机软件、人脸识别软件、

智能以图搜图软件

4

视 频 监 控

应用系统

该系统采用视频多级联网、 异构平台整合技

术，构建具备视频联网共享、视频智能处理、

视频预警应用、 辅助分析决策等功能的综合

应用平台

硬件：应用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视频

存储、视频智能分析设备、车辆智能分

析设备、大数据管理节点及数据节点服

务器

软件模块： 作战中心/图上作战、案

事件研判、视频调阅、视频智能分析、视

频分析任务管理、卡口过车查询、研判

报告、专用浏览器及工具集、个人中心、

管理中心等

5

公 安 指 挥

调度系统

该系统采用信息系统集成技术， 建立跨平台

的资源整合和信息共享，实现指挥调度、应急

预案、勤务管理等功能，满足用户在日常工作

和突发事件处置时的工作需要

硬件：大数据一体机、服务器、存储、交

换机、客户端

软件：交通态势监控软件、车辆稽查

布控软件、交通信号控制软件、交通信

息服务软件、交通指挥调度、交通综合

执法软件、交通业务管理软件

6

警 卫 路 线

图 像 智 能

调度系统

该系统采用了综合集成、三维建模、图像解析

等技术，结合警卫工作的特殊需求，创建立体

化的智能管控平台，提高现场指挥保障能力

硬件：服务器、交换机、客户端

软件：交通资源管理软件、视频管控

软件、警卫路线管理软件、警卫任务推

演软件

7

公 安 大 数

据平台

该平台利用大数据分布式存储和并行计算、

海量视频数据解析处理等技术， 建立面向公

安各警种的大数据管理和分析平台， 通过对

海量数据的收集、整理、分析、预测实现精准

高效的公安大数据资源共享与应用服务

硬件:应用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数据

通信服务器、存储系统、视频智能分析

设备、车辆智能分析设备、大数据管理

节点及数据节点服务器等

软件模块：作战中心、案事件研判、

视频研判、可视化指挥、警务协助、检索

中心、车辆缉查布控、人脸比对分析、视

频智能分析、数据情报分析、车辆技战

法应用、绩效考核、个人中心、管理中

心、运维中心等模块。

8

图 像 大 数

据平台

该平台采用图像智能分析、 大数据和云计算

技术，对海量视频资源进行智能分析、特征提

取、结构化标注，实现图像大数据的精确检索

比对和跨场景高速搜索， 为用户提供海量图

像解析检索服务

硬件：大数据一体机

软件：人脸大数据比对软件、二次识

别软件、智能视频分析平台软件

9

社 会 治 安

视 频 监 控

系统

该系统采用视频采集、视频传输、视频存储、

视频流媒体等技术，实现实时视频浏览、历史

视频检索、联网视频调阅等功能

硬件：视频管理服务器

软件：视频监控平台软件

10

高 清 电 子

警察系统

该系统采用图像解析、3D模型动态检测跟踪

等技术，对车辆闯红灯、违法停车、违法占道

等行为进行图像自动抓拍取证

硬件：视频抓拍一体机、前端主机；

软件：电子警察抓拍跟踪软件、电子

警察信息管理平台软件

11

高 清 卡 口

系统

采用图像解析、 多目标全特征结构化描述等

技术，对通过监控区域的所有车辆进行捕获，

自动识别车牌号码、车牌颜色、车牌结构、车

标、车型、车身颜色等信息

硬件：视频抓拍一体机、前端主机、补光

灯

软件：卡口识别软件、卡口信息管理

平台软件

12

警 务 随 手

拍/车易拍

系统

利用手机等移动客户端， 实现对现场的人、

车、 物等目标进行快速的信息采集与特征识

别

硬件：服务器、手机

软件模块：盘查模块、零散信息收

集、社会信息采集、查询比对、办案取证、

任务中心

以图像侦查系统为例，博康智能安全管理的行业应用产品情况如下：

该系统可根据对目标的面部特征、服饰特征等进行识别，在特定区域内的图

像、视频资料进行搜索，并针对疑似目标进行自动报警，提升管理部门对特定目标

的追踪效率。

（2）交通管理

博康智能交通管理相关产品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系统名称 系统功能 系统构成

1

城 市交通

综 合管控

平台

该平台采用先进的交通数据采集技术和交

通大数据技术， 实现对城市交通的综合管

理，提供交通态势监控、车辆缉查布控、交通

信号控制、交通信息服务、交通指挥调度、交

通综合执法、交通业务管理等功能应用。

硬件：大数据一体机、服务器、存储、交换

机、客户端

软件：交通态势监控软件、车辆稽查

布控软件、交通信号控制软件、交通信息

服务软件、交通指挥调度、交通综合执法

软件、交通业务管理软件

2

城 市交通

数据中心

该平台实现了跨部门、跨业务、跨地域的城

市交通大数据采集、处理、整合、存储、交换

共享、综合应用等功能，为公众服务、企业运

营和政府管理提供全面数据支持。

硬件：数据库服务器、应用服务器、信息发

布服务器、大数据计算服务器、磁盘阵列、

光纤交换机、磁带库、负载均衡、共享交换

服务器、前置机服务器

软件：交通资源管理平台软件、规范

化运维平台软件、 在线分析平台软件、运

行监测平台软件、大数据平台软件、信息

发布平台软件

3

高速 公路

交通 指 挥

系统

该系统实现高速公路交通流量监测、接处警

管理、视频实时监控、交通事件监测、应急指

挥等功能， 为高速道路交通安全宏观管控、

应急监控以及跨地区、跨警种、跨行业协同

合作提供技术支撑。

硬件：服务器、存储、交换机、pc客户端

软件：扁平化指挥软件、交通事件监

测软件、视频智能调度软件、交通资源智

能监测软件

4

交通非现

场 执 法系

统

该系统依托GIS、OLAP等技术手段，实现各

种非现场违法数据采集，提供违法数据有效

性检验、违法量分类统计分析、违法数据查

询、违法数据审核、违法数据上报等应用。

硬件：服务器、存储、交换机、pc客户端

软件：交通地理信息系统软件、违法

数据接入平台软件、违法视频分析软件

5

车辆侦查

系统

该系统采用图像解析、内容检索与大数据挖

掘技术，对车辆进行结构化特征提取与识别

分析，实现车辆缉查布控、大数据研判、轨迹

可视化、信息查询、报警管理等功能。

硬件：服务器、大数据一体机、视频检测器

软件：过车数据统一接入、系统管理

服务、数据管理、PGIS地图展示、车辆查

询、布控报警和统计分析软件等

6

交通肇事

逃逸案件

情报系统

围绕交通肇事案件， 在现场勘验、 视频、图

片、通话记录等海量信息中，实现信息的快

速定位、融合分析、挖掘碰撞，为用户快速侦

破案件提供决策依据。

硬件：服务器、大数据一体机、视频检测器

软件： 包括综合信息采集子系统、分

析研判子系统、 作战中心应用子系统、卡

口接入模块和二次识别模块等软件

7

公交智能

调 度管理

系统

综合运用移动通信、卫星定位、电子地图、远

程调度管理等技术， 提供公交运营计划管

理、公交车实时监控调度、公交运营综合统

计分析、公交车辆维修保养管理、公交车载

设备智能化等功能， 实现公交管理的智能

化、公交服务的规范化。

硬件：防火墙、路由器、交换机、业务服务

器、数据服务器、磁盘阵列以及其他组件

软件：公交智能调度管理系统

8

公交信息

化应用系

统

采用先进的信息化管理技术，满足公交一线

单位业务信息采集、 业务主管部门专项管

理、 公交公司综合管理等各业务层面的需

求，实现了公交运营管理、机务管理、物资管

理、企业信息管理等功能。

硬件：防火墙、路由器、交换机、业务服务

器、数据服务器、磁盘阵列以及其他组件

软件：业务统计系统应用软件、公交

企业综合管理平台应用软件、公交机务管

理软件、公交票务管理软件

9

公交出行

信息服务

系统

该系统整合各类出行信息资源， 通过互联

网、手机、交通广播、电子站牌、车载终端等

多方平台，为出行者提供较为完善的公交出

行信息服务。

硬件： 电子站牌、RFID电子标签、Mbox

车载系列

软件：电子站牌信息管理系统、手机

客户端、乘客信息服务系统

10

交通大数

据管理 平

台

该平台基于云平台的分布式存储计算实现

海量数据的可靠存储， 综合利用大数据、图

像智能、物联网等先进技术，建设集数据采

集、解析、整合、交换共享等功能于一体的数

据管理平台，实现海量交通数据的全生命周

期管理和应用。

硬件：由服务器、大数据一体机以及视频

检测器构成

软件：包括海量数据实时接入、图像

智能分析、数据共享交换服务、数据全生

命周期管理、车辆实时查询、布控预警、数

据统计分析等软件

11

交通大数

据服务 平

台

该平台利用城市交通大数据， 实现综合、全

面、深入的交通大数据分析和服务，满足政

府管理、企业运营、公众出行的交通数据服

务需求。

硬件：由服务器、大数据一体机构成；

软件：包括过车数据实时接入、大数

据池、数据管理、数据分析统计、系统配

置、动态建模、比对碰撞、定时计算等软件

12

交通事件

视频检测

系统

该系统采用全视频3D模型动态检测、 图像

解析等技术，实现交通违法行为检测、抓拍

和识别、交通流信息采集及统计分析、事件

过程的视频录像存储和检索等功能。

硬件：视频抓拍一体机、前端主机

软件：交通事件检测软件、交通流量

检测软件

13

车载移动

式公交专

用 道 抓拍

系统

该系统采用智能图像技术，利用公交车载摄

像机实时检测违法占道行为，追踪车辆行驶

轨迹，识别违法车辆号牌，并根据设定进行

抓拍、录像、取证。

硬件：车载抓拍一体机、车载主机

软件：移动公交抓拍软件

14

公交车载

智能终端

系统

实现公交车辆运营调度管理、 运营记录、安

全行驶记录、GPS定位、语音报站、无线数据

传输、 车载电话、LED文字显示与三牌联动

等功能。

硬件：DVR、NVR、自动报站器、无线数据

传输、 车载通话、LED文字显示与三牌联

动、车载网关

软件：公交智能化调度软件、行车记

录软件

以交通肇事逃逸案件情报系统为例，博康智能交通管理的行业应用产品情况

如下：

据案件相关信息，查询获取肇事逃逸事件的线索，如肇事车牌号、车型、事件发

生时间等；

②根据线索，在事件发生区域，通过以图搜图、车辆搜索等方式，自动查询监控

系统所采集的图像信息，形成目标出现场景集合；

③将目标出现场景进行整合，自动生成目标的移动轨迹，提升管理部门侦破交

通肇事逃逸事件的效率。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中披露了标的公司所从

事业务的具体内容，并结合博康智能产品用通俗的语言进行了举例说明，同时亦已

更加清晰的方式披露了博康智能在智慧安全和智慧交通领域的竞争优势和劣势。

11、草案披露，标的资产与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安部交通管理

科学研究所、英特尔等知名高校、研究所、企业成立联合实验室，共同寻求图像解析

与大数据相关技术的新突破。 请补充披露上述产学研项目的具体情况，包括建立合

作的时间、研究具体内容、目前取得进展、形成成果后相关实践应用的具体安排等

信息。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补充披露】

上市公司在重组报告书“第三章 交易标的 八、标的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四）

研发情况”中补充披露如下：

7、项目合作情况

序号 合作对象 建立合作时间 合作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成果归属

1

上海交通

大学

2012年2月

博康-上海交

通大学合作研

究

针对高清视频网络化即

时服务技术与应用进行

合作研究

以促进双方技术交流、 提升

博康智能技术水平为目的，

不以形成研发成果为目的

2 英特尔 2013年4月

博康-Intel联

合实验室

联合进行技术研究，包

括：智慧交通和视频监控

领域基于Hadoop的视频

分析技术、 按需服务的

Hadoop、端到端的分析、

Hadoop加速与优化、基

于综合计算的视频分析

以促进双方技术交流和业务

合作为目的， 不以形成研发

成果为目的

3

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

2013年8月

智慧城市创新

应用研究中心

根据国家智慧城市建设

的战略布局，开展智慧城

市数据感知、管理、活化

与应用的关键技术研究；

为博康智能开发智慧城

市大数据管理平台产品；

参与国内智慧城市的顶

层设计、可行性研究及方

案设计

研究中心开发的著作权或其

他附随知识产权或者专有技

术权利为双方共同拥有，双

方在全部权利中各占50%；

博康智能拥有该成果转

化产品的销售权和使用权；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拥有

该成果的使用权但不得将该

成果转让给任何第三方，也

不得自身使用该成果并转化

为产品用于市场销售；

该项目为智慧城市领域

的前瞻性研究， 目前仍处于

研发阶段， 基于该项目的研

究成果未形成收入

4

公安部交

通管理科

学研究所

2014年3月

博康-公安部

交通管理科学

研究所战略合

作

联合进行技术研究，包括

视频监控系统联网应用

技术、视频图像智能分析

与深化应用技术、大数据

分析与应用技术，进行以

上技术的技术成果转化

与市场化推广

以促进双方技术交流和业务

合作为目的， 不以形成研发

成果为目的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已补充披露博康智能和其他机构开展项

目合作的情况。

12、草案披露，标的资产曾参与60周年国庆阅兵、上海世博会等重点项目，并获

得一系列行业荣誉。 请补充披露标的资产在上述大型活动中承担项目的具体内容、

参与的具体方式、上述事项对公司业绩的贡献及相关获奖奖项在行业中的影响力。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补充披露】

上市公司在重组报告书“第八章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二、交易标的行业特点和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二）交易标的的核心竞争力及行业地位 1、竞争优势” 中

补充披露如下：

（3）品牌优势

丰富的成功项目案例是取得客户信任的关键因素。 博康智能参与的具有较大

行业影响力的项目情况如下：

序号 时间 项目名称 项目概况

1 2008年 北京奥运会

参与奥运场馆区全覆盖高清监控系统的建设，是该项目建设的主要厂商

之一，该项目合同金额为收入1,093万元。

2 2009年 60周年阅兵

参与国庆60周年阅兵路线、八达岭高速、京承高速、京通快速路全覆盖高

清监控系统的建设，是该项目建设的主要厂商之一，该项目合同金额为

1,372万元。

3 2010年 上海世博会

参与上海世博会浦东新区高清图像覆盖及智能卡口系统1万余点位高清

监控、2000余点位智能卡口监控系统的建设，是该项目建设的主要厂商

之一，该项目合同金额为1,621万元。

4 2011年 深圳大运会

参与大运会场馆及周边道路高清智能监控系统的建设，是该项目建设的

主要厂商之一，该项目合同金额为323万元。

5 2013年 沈阳全运会

全运会场馆及周边区域的图像智能调度系统的租用，该项目合同金额为

17万元。

6 2014年

北京APEC会

议

会议相关区域的警卫路线图像智能调度系统的租用，该项目合同金额为

15万元。

7 2014年 上海亚信峰会

参与会议相关区域的高清视频监控系统及警卫路线图像智能调度系统

的建设，是该项目建设的主要厂商之一，该项目合同金额为633万元。

8 2014年 博鳌论坛

会议相关区域的监控图像智能调度系统的租用，该项目合同金额为25万

元。

9 2015年 九三阅兵

基于在阅兵相关区域的高清监控系统的建设，相关建设成果为九三阅兵

提供了安全保障，并受到了公安部的书面表彰，该项目合同金额为1,872

万。

博康智能获得的行业荣誉情况如下：

序号 时间 荣誉名称 颁奖机构

1 2014年

中国智能交通协会

科学技术奖

中国智能交通协会：由科技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铁道部、中国民航局共同发起，经民政部批准成立。 中国

智能交通协会科学技术奖是为奖励在中国智能交通科学技术发

展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单位而设立的，以加速智能交通科学

技术事业的发展。 该奖项一年评审一次，在智能交通行业具有重

要的影响力。

2 2015年

A&S中国安防十大

民族品牌

A&S为《安全&自动化》杂志：自1994年创刊，A&S持续关注国

内安防设备商、集成商等企业的技术发展、市场布局和行业应用。

A&S中国安防十大民族品牌的调查活动已举办多届， 反映了安

防业界品牌实力的现状。

3 2015年

CPS智能交通 （智

慧城市） 建设推荐

品牌

CPS智能交通建设推荐品牌的评选活动由国家ITS中心、 深圳市

智能交通行业协会、 中国智能交通网、ITS智能交通杂志社共同

主办，对企业年生产总值、技术创新能力、品牌知名度、市场占有

率、诚信经营、企业社会责任感等六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估，该奖项

在智能交通（智慧城市）行业中拥有很高的影响力。

4 2015年

中国智能交通30强

企业

“中国智能交通产业三十强” 评选始于2012年，由中国公共安全

杂志社、智能交通杂志社、中国智能交通网主办，主要就企业规模

实力、技术创新、品牌知名度、企业社会责任等四个主要方面进行

综合评估，经过严格筛选，最终确定出年度行业三十强企业名单。

同时，博康智能的解决方案还被广泛应用于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的安全、交

通领域，积累了大量的项目经验。 在全国范围内，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的用

户对产品及服务的要求较高，关注系统的性能及稳定性。 博康智能以高质量的产品

系统及整体解决方案获得了政府用户的高度认可，在行业中树立了技术领先、产品

稳定的良好品牌形象，促进了博康智能业务的持续增长。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博康智能参与了60周年国庆阅兵、上海世博会等

重点项目的建设，促进了博康智能收入的增长。 博康智能获得了中国智能交通协会

科学技术奖等一系列行业荣誉，上述行业荣誉在行业中具有一定影响力，体现了博

康智能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13、草案中对于标的资产行业的大数据发展及应用进行了分析及讨论，并提及

基于交通行业数据的挖掘及分析，可以为客户提供个性化产品及服务，提升价值。

请补充披露：（1）标的资产目前是否具有大数据业务及相关业务收入；（2）结合具

体业务及示例，分析大数据等互联网手段的应用方式，并披露公司的大数据采集及

应用过程、公司获取数据的合规性；（3）标的资产相关大数据业务的具体收入来源

方式，如产品销售、系统维护等。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补充披露】

（1）标的资产目前是否具有大数据业务及相关业务收入；

上市公司在重组报告书“第三章 交易标的 八、标的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二）

主要产品”中补充披露如下：

作为一家大数据行业应用公司， 博康智能的收入均来源于大数据相关业务的

开展。 根据行业及客户的不同需求，博康智能给不同客户提供的大数据产品可能是

涵盖数据的采集、传输、分析、整合及价值挖掘等各个环节的大数据整体解决方案

及产品，也可能是特定数据处理环节的解决方案及产品。 因此，博康智能的收入实

现方式主要包括：大数据整体解决方案及产品的销售，特定数据处理环节的解决方

案及产品的销售，和大数据产品相关的工程项目实施及服务提供等。

（2）请结合具体业务及示例，分析大数据等互联网手段的应用方式，并披露公

司的大数据采集及应用过程、公司获取数据的合规性；

上市公司在重组报告书“第三章 交易标的 八、标的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二）

主要产品”中补充披露如下：

以在智慧安全领域的图像侦查系统为例， 博康智能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方式如

下：

通过遍布整个城市的摄像机等前端采集设备， 海量的图像数据传输至管理部

门的后台。 围绕大数据核心技术，通过为客户搭建大数据平台，博康智能可协助行

业客户实现对海量数据的高效管理，避免出现因数据量过大而导致的数据读取、调

用困难。 同时，面对已获取的海量数据，博康智能可围绕客户的实际需求提供针对

性的服务，如：由于破案需要，公安部门需要在整个城市内查找犯罪嫌疑人的踪迹。

在缺乏大数据核心产品的情况下，要实现该功能，需要通过人工阅览摄像头采集的

视频，效率低下。 博康智能的图像侦查系统是围绕先进的大数据技术开发而成的，

可以根据犯罪嫌疑人的特征图像信息，实现在海量图像中的信息自动检索，最终实

现对犯罪嫌疑人踪迹的高效定位，提高公安部门的破案效率。

在整个大数据的采集及处理过程中， 博康智能向客户提供的是实现数据采集

及处理功能的核心技术产品及服务，博康智能不获取用户的数据。

（3）标的资产相关大数据业务的具体收入来源方式，如产品销售、系统维护

等。

上市公司在重组报告书“第三章 交易标的 八、标的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二）

主要产品”中补充披露如下：

因此， 博康智能的收入实现方式主要包括： 大数据整体解决方案及产品的销

售，特定数据处理环节的解决方案及产品的销售，和大数据产品相关的工程项目实

施及服务提供等。

经核查，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博康智能的收入均来源于大数据相关业务的开

展，收入实现方式主要包括：大数据整体解决方案的销售，实现特定数据处理功能

的产品的销售，和大数据产品相关的工程项目实施及服务提供等。 在业务开展过程

中，博康智能不获取用户的数据。

14、草案披露，博康智能的核心技术具有较强的的可移植性，可实现在其他细

分领域的快速部署。 请补充披露：（1）截至目前，博康智能核心技术在其他细分领

域的具体移植情况；（2）结合具体业务及示例，说明博康智能核心技术应用于公司

主营业务的可行性。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补充披露】

（1）截至目前，博康智能核心技术在其他细分领域的具体移植情况；

上市公司在重组报告书“第三章 交易标的 八、标的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四）

研发情况”中补充披露如下：

5、核心技术的可移植性

“图像解析及内容检索关键技术” 和“数据管理及挖掘应用关键技术” 两大技

术体现的是博康智能对大数据的采集、传输、处理、分析、整合及价值挖掘能力。 上

述核心技术的应用不局限于特定的场景，具有较强的可拓展性及可移植性。

现阶段智慧交通领域的建设以城市地面交通相关管理系统的建设为主， 智慧

安全领域的建设以社区及公共安全管理系统的建设为主。 博康智能依托于大数据

核心技术，积极探索，已实现了产品系统应用领域在机场、海关等领域的业务拓展：

在机场领域， 以郑州国际机场所建设的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安全

防范系统项目为例，在该项目中，博康智能将核心技术应用于机场的管理中，提供

了机场安全信息综合管理平台（ASIMS）、全景态势智能化监控系统、机场人群与

人流智能分析与应用系统等，实现对整个机场区域的安全、交通的综合管理。

在海关领域， 以海关金关工程二期上海自贸区监管信息化系统智能化视频及

网络通信集成建设项目为例，在该项目中，博康智能将核心技术应用于海关的管理

中，提供了智能化视频分析系统和图像大数据平台等，为上海海关提供了基于视频

分析及大数据可视化构造的可视化监管平台， 体现了博康智能产品及技术在海关

业务的综合管理中的作用。

（2）结合具体业务及示例，说明博康智能核心技术应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的可

行性。

上市公司在重组报告书“第三章 交易标的 八、标的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四）

研发情况 5、核心技术的可移植性”中补充披露如下：

在旅游行业，旅游旺季景区游客增多、人群集中，可能导致交通拥堵，游客积压

以及旅游城市交通压力激增等问题，这些问题与城市节假日、大型活动导致的交通

问题极为相似。 博康智能在大型城市的交通指挥调度中应用的相关产品及方案经

过针对性的开发改造后，可切实解决相关问题；同时，通过对应急调度指挥系统的

改造， 可以解决景区整体管理调度缺乏有效手段的问题； 通过对人群流量分析技

术、以图搜图技术、人脸识别技术的改造，可以解决景区游客走失后无法快速高效

定位查找的问题和游客进入危险区域的预警问题； 通过对安全大数据情报分析系

统的改造，可以实现景区商户综合评价信息的分析发布，解决景区商户缺乏统一有

效管理的问题。

从智慧安全、智慧交通到智慧旅游，对博康智能而言，发生变化的是技术及产

品的应用场景由公路、城市、社区变化为景区，对人群、车辆活动目标数据采集、处

理、分析的需求并未发生变化，对目标对象实施安全管理及交通管理的业务实质并

未发生变化，博康智能的核心技术及产品可以快速实现移植。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博康智能的核心技术体现的是对大数据的采集、

传输、处理、分析、整合及价值挖掘能力，具有较强的可移植性。 博康智能已实现了

核心技术在不同领域的应用。 博康智能将核心技术应用于上市公司的业务具备可

行性。

四、关于标的资产权属及资质

15、草案披露，标的资产历史上曾经存在业绩承诺及对赌。 请补充披露上述业

绩承诺及对赌的具体情况及完成情况，对标的资产股权的影响。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

见。

【补充披露】

上市公司在重组报告书“第三章 交易标的 一、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二）历

史沿革”中补充披露如下：

16、历史上曾经存在业绩承诺的具体情况及完成情况

2011年7月18日，投资方（英特尔、深创投、红土创投、海德润创投）与博康智能

全部11名原股东（博康控股、张滔、杨志诚、李璞、田广、庞谦、毛丰伟、王野青、虞向

东、章琦、慧添投资）签署了《增资合同书》，约定投资方以7.86元/股的价格对博康

智能增资10,000万元。

根据投资人与原股东签署的相关协议，原股东向投资方承诺的2011年、2012年

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情况如下：

（1）2011年承诺净利润=4,500万元；

（2）2012年承诺净利润=2011年实际净利润×143.675%；

上述净利润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011年度，博康智能超额完成承诺净利润252.45万元；2012年度，博康智能实

现的净利润低于承诺净利润706.82万元。 因此，根据博康智能2011年、2012年的利

润承诺的完成情况，同时考虑博康智能注册资本的变动情况，博康智能原股东和投

资方确定的股份补偿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补偿前

持股比例

利润补偿期

股份变动比例

股份补偿完成后

持股比例

1 英特尔 4.34% 0.24% 4.58%

2 深创投 4.20% 0.23% 4.28%

3 红土创投 4.05% 0.18% 4.20%

4 海德润创投 3.18% 0.16% 3.36%

2013年5月25日，博康控股分别与英特尔、深创投、红土创投、海德润创投签订

《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博康控股将其持有的博康智能0.24%、0.23%、0.18%、0.16%

的股权分别无偿转让给英特尔、深创投、红土创投和海德润创投，其他补偿义务人

无需再向英特尔、深创投、红土创投、海德润创投履行补偿义务。

除上述业绩承诺及对赌以外， 博康智能历史上不存在其他业绩承诺及对赌的

情形。 上述业绩承诺及对赌的相关事宜已经履行完毕，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不利影

响。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博康智能历史上的业绩承诺及对赌的相关事宜已

经履行完毕，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不利影响。

16、草案披露，博康智能所拥有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部分期限即将届满。 请

公司补充披露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展期情况，如展期存在障碍，请详细说明无法展

期对标的公司生产经营产生的影响。

【补充披露】

上市公司在重组报告书“第三章 交易标的 八、标的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五）

业务和资质情况 3、主要资质情况 （1）高新技术企业证书”中补充披露如下：

①博康智能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展期情况

A、高新技术企业认证展期进展情况

博康智能于2010年12月9日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取得了上海市科学技术委

员会、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国家税务局、上海市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

企业证书》，证书编号为GR201031000164，有效期为三年；2013年博康智能通过了

高新技术企业复审，于2013年11月19日取得了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上海市财政

局、上海市国家税务局、上海市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

编号为GF201331000283，有效期三年。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博康智能持有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仍处于有效期

内，尚未到向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提出审核申请的时点。 目前，博康智能正

在积极准备《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展期事宜，将及时提出审核申请。

B、比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中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的核心条款规定，博康智能比照情况如下：

a、博康智能系2008年成立，已通过自主研发和受让的方式取得八项发明专利，

博康智能对主要产品（服务）的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b、博康智能围绕安全管理及交通管理业务，基于行业客户的应用需求，通过软

件开发及硬件配置，以软硬件相结合的形式提供产品及整体解决方案，属于《国家

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规定的电子信息技术类。

c、博康智能从事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的科技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

比例不低于10%。

d、报告期内，博康智能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例符合认定标准。

e、报告期内，博康智能所有产品均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规定

的电子信息技术类， 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规定的高新技术产品收入占全年收入的比

例高于60%的要求。

综上，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博康智能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中

规定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标准，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审核不存在重大障碍。

②上海博康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展期情况

A、高新技术企业认证展期进展情况

上海博康于2010年12月9日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取得了上海市科学技术委

员会、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国家税务局、上海市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

企业证书》，证书编号为GR201031000595，有效期为三年；2013年上海博康通过了

高新技术企业复审，于2013年9月11日取得了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上海市财政

局、上海市国家税务局、上海市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

编号为GF201331000221，有效期三年。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上海博康持有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仍处于有效期

内，尚未到向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提出审核申请的时点。 目前，上海博康正

在积极准备《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展期事宜，将及时提出审核申请。

B、比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中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的核心条款规定，上海博康比照情况如下：

a、上海博康系2009年成立，已通过自主研发和受让的方式取得六项发明专利，

上海博康对主要产品（服务）的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b、上海博康主要从事软件研发，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规定的

电子信息技术类。

c、上海博康从事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的科技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

比例不低于10%。

d、报告期内，上海博康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例符合认定标准。

e、报告期内，上海博康所有产品均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规定

的电子信息技术类， 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规定的高新技术产品收入占全年收入的比

例高于60%的要求。

综上，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上海博康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中

规定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标准，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审核不存在重大障碍。

③北京博康和银河金星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展期情况

经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和北京市地方税

务局评审， 北京博康和银河金星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审核认定并完成公示。 公示期

间，未出现对北京博康和银河金星高新技术企业资质的异议，因此，北京博康和银

河金星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证》展期不存在障碍。

五、其他

17、草案披露，2015年12月本次重组对方之一新奥资本吸收工银瑞信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为新股东，并决议新增注册资本2.6亿元。（1）请穿透披露工银瑞信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的具体股权结构，直至最终自然人或国资管理部门；（2）本次新奥资本

重组完成后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锁定36个月， 请公司核实工银瑞信对于新奥资本

的股权是否存在锁定期承诺。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补充披露】

（1）请披露工银瑞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具体股权结构，直至最终自然人或

国资管理部门；

上市公司在重组报告书“第二章 交易各方情况 二、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交易对方情况 （二）新奥资本 2、历史沿革 （4）2015年12月，注册资本增加” 中

补充披露如下：

（4）2015年12月，注册资本增加

2015年12月21日，新奥资本召开股东会，同意吸收工银瑞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为新股东，并决议新增注册资本26,000.00万元，由工银瑞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认

购。 本次增资完成后，新奥资本的注册资本为106,000.00万元。

工银瑞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2）本次新奥资本重组完成后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锁定36个月，请公司核实

工银瑞信对于新奥资本的股权是否存在锁定期承诺；

上市公司在重组报告书“第二章 交易各方情况 二、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交易对方情况（二）新奥资本 2、历史沿革 （4）2015年12月，注册资本增加” 中补

充披露如下：

工银瑞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对新奥资本的增资款将全部用于增资新奥 （舟

山）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以支持其“浙江舟山液化天然气（LNG）接受及加注站一

期工程” 项目的建设。工银瑞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对于新奥资本的股权不存在锁定

期承诺。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工银瑞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对新奥资本的增资款

将全部用于增资新奥（舟山）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以支持其“浙江舟山液化天然气

（LNG）接受及加注站一期工程” 项目建设，和本次交易无关。工银瑞信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对于新奥资本的股权不存在锁定期承诺。

18、 请公司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对方之间是否存在未披露的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关系。 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补充披露】

上市公司在重组报告书“第二章 交易各方情况 二、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交易对方情况”补充披露如下：

（三十一）交易对方之间的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1、张滔与博康控股、信添投资、慧添投资

（1）张滔与博康控股、信添投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鼎晟国际持有博康控股98%的股权，张滔持有鼎晟国际

80%的股权，并直接持有博康控股2%的股权，为博康控股实际控制人；张滔控制的

博康控股持有信添投资51.90%的股权，故博康控股为信添投资控股股东，张滔为信

添投资实际控制人。

因此，博康控股、信添投资均为张滔控制的企业，张滔与博康控股、信添投资存

在关联关系。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投资者之间有

股权控制关系” 、第（二）项“投资者受同一主体控制” 之规定，博康控股、张滔、信

添投资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2）张滔与慧添投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张滔担任慧添投资监事职务并持有其7.87%的股权，故

张滔与慧添投资存在关联关系。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第（八）项“在投资者任职

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 之规定，张滔与慧

添投资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3）博康控股与慧添投资、信添投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张滔现担任博康控股执行董事， 同时为慧添投资之监

事、信添投资之监事，故博康控股与慧添投资、信添投资存在关联关系。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第（三）项“投资者的董事、

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中的主要成员，同时在另一个投资者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

级管理人员” 之规定，博康控股与慧添投资、信添投资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综上，张滔、博康控股、慧添投资、信添投资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关系。

2、张滔与周农、章琦、信添投资

（1）张滔与周农、章琦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张滔间接持有信添投资股权的股权比例超过30%；周农

现任信添投资执行董事、 章琦现任信添投资总经理。 根据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第（九）项“持有投资者30%以上股份的自然人和在投资者

任职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父母、兄弟

姐妹及其配偶、 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等亲属， 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

份” 之规定，张滔与周农、章琦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2）周农、章琦与信添投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周农现任信添投资执行董事、 章琦现任信添投资总经

理，故周农、章琦与信添投资存在关联关系。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第（八）项“在投资者任职

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 之规定，周农、章

琦与信添投资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综上，周农、章琦与信添投资存在关联关系，张滔、周农、章琦、信添投资存在一

致行动关系。

3、章琦与博康控股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章琦现任博康控股副总经理之职，故章琦与博康控股存

在关联关系。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第（八）项“在投资者任职

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 之规定，章琦与博

康控股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4、新奥资本与杨宇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杨宇现任新奥资本董事之职，故杨宇与新奥资本存在关

联关系。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第（八）项“在投资者任职

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 之规定，新奥资本

与杨宇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5、深创投与红土创投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深创投持有红土创投28.59%的股权，为其控股股东，故

深创投与红土创投存在关联关系。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投资者之间有

股权控制关系” 之规定，深创投与红土创投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6、宁波天堂硅谷、台州天堂硅谷、天堂硅谷长泰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宁波天堂硅谷普通合伙人暨出资比例最大的合伙人之

一、 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天堂硅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为天堂硅谷

资管；台州天堂硅谷之控股股东为天堂硅谷资管。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天堂硅谷长泰出资比例最大的有限合伙人为天堂硅谷

资管；天堂硅谷长泰之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浙江天堂硅谷朝阳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的唯一股东浙江天堂硅谷恒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为天堂硅谷资管之全资子

公司。

综上，宁波天堂硅谷、台州天堂硅谷、天堂硅谷长泰存在关联关系。 根据《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投资者受同一主体控制” 之规

定，宁波天堂硅谷、台州天堂硅谷、天堂硅谷长泰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7、虞向东与周功禹

虞向东为博康智能副总经理虞正华之父，周功禹为虞正华配偶，虞向东与周功

禹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关系。

除前述部分交易对方存在关联关系和/或一致行动关系的情况外， 其他交易对

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和/或一致行动关系。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律师认为：除前述部分交易对方存在关联关系和/或一

致行动关系之外，其他交易对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和/或一致行动关系。

19、草案披露，本次交易对方之一慧添投资和信添投资为标的资产的员工持股

公司，近期存在股权转让。 请公司补充披露最近2年的上述股权转让是否全部发生

在标的资产员工之间，是否存在引入第三方的情形。如有，说明原因。请财务顾问发

表意见。

【补充披露】

上市公司在重组报告书“第二章 交易各方情况 二、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交易对方情况（十二）慧添投资”中补充披露如下：

3、转让说明

报告期内，慧添投资股权转让均为标的公司内部员工之间转让，不存在引入第

三方的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转让时间 姓名 任职时间 职位 备注

2013年1月，

股权转让

张滔 2008/1-至今 董事长 转让方

李亚东 2012/1-至今 市场支持中心总经理 受让方

陈兵 2012/10-至今 RBU总经理 受让方

吴瑞贤 2008/9-至今 上海澳马副总经理 受让方

张如高 2009/3-至今 PBU总监 受让方

於锋 2009/3-至今 研发总监 受让方

梁龙飞 2008/8-至今

质量与信息化管理中心总

经理

受让方

蔡朝辉 2008/3-至今 战略拓展部总监 受让方

赵景星 2012/8-至今 项目管理中心总经理 受让方

王教林 2008/5-至今 研发副总监 受让方

祝伟 2008/5-至今 RBU总经理 受让方

舒林 2012/2-至今 产品经理 受让方

刘国强 2008/4-至今 客服总监 受让方

金志中 2008/12-至今 研发总监 受让方

梁晓东 2008/7-至今 高级逻辑工程师 受让方

沈小宇 2008/6-至今 产品经理 受让方

李建钢 2008/7-至今 RBU总经理 受让方

郑颖 2008/5-至今 RBU副总经理 受让方

郭文治 2008/2-至今 RBU副总经理 受让方

梅海军 2008/4-至今 PBU总监 受让方

杨义 2008/10-至今 研发经理 受让方

朱素雅 2008/5-至今 PMO执行总监 受让方

张安发 2009/6-2013/9 算法工程师 受让方

范爱玲 2010/5-至今 人力资源行政部总监 受让方

巩宏博 2008/7-2014/1 软件工程师 受让方

胡军峰 2008/2-2013/4 结构资源组经理 受让方

贺岳平 2009/5-2015/11 高级算法工程师 受让方

杨凯鹏 2009/7-2015/6 高级算法工程师 受让方

裴剑 2009/7-至今 RBU副总经理 受让方

费翔莺 2011/6-至今 财务部经理 受让方

妥继芬 2008/1-至今 运营管理中心副总经理 受让方

王运节 2010/1-至今 高级算法工程师 受让方

彭莉 2010/3-至今 算法工程师 受让方

赵中华 2008/4-至今 高级市场技术支持工程师 受让方

张继军 2009/6-至今 RBU副总经理 受让方

季萍 2011/4-至今 行业拓展总监 受让方

殷剑 2008/7-至今 客服经理 受让方

李俊飞 2010/3-至今 产品工程师 受让方

黄颢 2008/4-至今 项目管理部经理 受让方

卞庆荣 2008/4-至今 售后服务部经理 受让方

邵轲 2008/9-至今 RBU总经理 受让方

李帅 2008/6-至今 测试管理部经理 受让方

2013年7月，

股权转让

胡军峰 2008/2-2013/4 结构资源组经理 转让方

张滔 2008/1-至今 董事长 转让方、受让方

李亚东 2012/1-至今 市场支持中心总经理 受让方

陈兵 2012/10-至今 RBU总经理 受让方

梁龙飞 2008/8-至今

质量与信息化管理中心总

经理

受让方

祝伟 2008/5-至今 RBU总经理 受让方

蔡朝辉 2008/3-至今 战略拓展部总监 受让方

张如高 2009/3-至今 PBU总监 受让方

邵轲 2008/9-至今 RBU总经理 受让方

郑颖 2008/5-至今 RBU副总经理 受让方

郭文治 2008/2-至今 RBU副总经理 受让方

於锋 2009/3-至今 研发总监 受让方

范爱玲 2010/5-至今 人力资源行政部总监 受让方

杨凯鹏 2009/7-2015/6 高级算法工程师 受让方

朱素雅 2008/5-至今 PMO执行总监 受让方

季萍 2011/4-至今 行业拓展总监 受让方

张安发 2009/6-2013/9 算法工程师 受让方

金志中 2008/12-至今 研发总监 受让方

王教林 2008/5-至今 研发副总监 受让方

贺岳平 2009/5-2015/11 高级算法工程师 受让方

李俊飞 2010/3-至今 产品工程师 受让方

王运节 2010/1-至今 高级算法工程师 受让方

2013年11月， 股权

转让

张安发 2009/6-2013/9 算法工程师 转让方

张滔 2008/1-至今 董事长 受让方

2014年1月，

股权转让

巩宏博 2008/7-2014/1 软件工程师 转让方

张滔 2008/1-至今 董事长 受让方

2015年7月，

股权转让

杨凯鹏 2009/7-2015/6 高级算法工程师 转让方

张滔 2008/1-至今 董事长 受让方

2015年11月，股权

转让

贺岳平 2009/5-2015/11 高级算法工程师 转让方

张滔 2008/1-至今 董事长 受让方

吴瑞贤 2008/9-至今 上海澳马副总经理 转让方

陈敏 2008/9-至今 行政管理经理 受让方

王冕 2008/9-至今 运行维护总监 受让方

王鹏 2008/8-至今 技术支持工程师 受让方

曾辉 2010/1-至今 项目管理部经理 受让方

朱俊栋 2008/9-至今 上海澳马副总经理 受让方

上市公司在重组报告书“第二章 交易各方情况 二、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交易对方情况 （十三）信添投资”中补充披露如下：

3、转让说明

报告期内，信添投资股权转让均为标的公司内部员工之间转让，不存在引入第

三方的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转让时间 股东名称 任职时间 职位 备注

2013年3月，

信添投资设立

博康控股 - - -

周农 2008/7-至今 上海澳马总经理 -

2013年7月，

股权转让

博康控股 - - 转让方

盘大鸿 2010/11-至今 监事 受让方

窦笑然 2011/11-至今 董事长助理 受让方

朱勇刚 2012/10-至今 财务总监 受让方

江海宗

2011/8-2014年10

月退休

市场拓展副总裁 受让方

凌萍 2013/1-至今 战略拓展部副总监 受让方

乔伟 2013/1-2015/1 PBU总监 受让方

王兴成 2013/1-至今 PBU总监 受让方

黄玉广 2013/1-至今 研发经理 受让方

马文建 2012/1-2013/11 软件工程师 受让方

黄振华 2011/12-至今 PBU总监 受让方

任利云 2013/1-至今 RBU副总经理 受让方

於承义 2012/4-至今

质量与信息化管理中心副

总经理

受让方

黄家水 2011/9-2014/9 高级算法工程师 受让方

王立春 2013/1-2014/6 研发工程师 受让方

李德峰 2013/1-至今 市场技术支持工程师 受让方

窦文渊 2013/1-至今 软件工程师 受让方

张爱英 2008/3-至今 市场拓展经理 受让方

孙艳春 2011/9-至今 区域销售总监 受让方

褚大雁 2013/1-2013/10 研发项目经理 受让方

杨红 2013/1-2014/1 研发工程师 受让方

沈洋 2012/5-至今 解决方案总监 受让方

曾强 2009/5-2015/4 逻辑工程师 受让方

胡锦鑫 2011/6-至今 高级软件工程师 受让方

詹诚 2011/6-至今 产品工程师 受让方

刘洋 2010/11-至今 支撑组经理 受让方

陈妙灵 2013/1-至今 软件工程师 受让方

罗宇翔 2013/1-2013/11 研发工程师 受让方

宁馨丽 2013/1-至今 软件工程师 受让方

2013年12月，股权转

让

马文建 2012/1-2013/11 DSP优化资源组经理 转让方

褚大雁 2013/1-2013/10 研发项目经理 转让方

罗宇翔 2013/1-2013/11 研发工程师 转让方

博康控股 - - 受让方

2014年3月，

股权转让

杨红 2013/1-2014/1 研发工程师 转让方

博康控股 - - 受让方

2014年7月，

股权转让

王立春 2013/1-2014/6 研发工程师 转让方

博康控股 - - 受让方

2014年12月，股权转

让

黄家水 2011/9-2014/9 高级算法工程师 转让方

博康控股 - - 受让方

2015年2月，

股权转让

乔伟 2013/1-2015/1 PBU总监 转让方

博康控股 - - 受让方

2015年6月，

股权转让

曾强 2009/5-2015/4 逻辑工程师 转让方

博康控股 - - 受让方

2015年12月，股权转

让

周农 2008/7-至今 上海澳马总经理 转让方

朱俊栋 2008/9-至今 上海澳马副总经理 受让方

管小刚 2012/10-至今 研发经理 受让方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最近两年，信添投资和慧添投资的股权转让均为

标的公司内部员工之间转让，不存在引入第三方的情形。

20、草案披露，在标的资产评估时将无形资产中土地以及其他非流动资产中预

付的土地建设工程款确定为非经营性资产，而募投项目中含有产业化基地项目。 请

公司补充披露确认上述土地为非经营性资产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 请财务顾问和

评估师发表意见。

【补充披露】

上市公司在重组报告书“第五章 交易标的评估 一、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五）

收益法评估情况 17、溢余资产、非经营性资产及（负债）价值的确定 （2）非经营

性资产、负债”中补充披露如下：

②将无形资产中土地以及其他非流动资产中预付的土地建设工程款确定为非

经营性资产的原因

在收益法评估中，将未在评估预测中考虑其收入、成本相关现金流的资产确认

为非经营性资产。博康智能所持有的土地为本次交易配套融资募投项目“博康智慧

云及主动感知的智能前端产业化基地项目”所在地。本次收益法评估未考虑该募投

项目产生的现金流：未将该土地将来开发后产生的收益纳入收益预测范围，也未考

虑开发该土地所需的资本性支出。 因此，将土地及其他非流动资产中预付的土地建

设工程款确定为非经营性资产。

鉴于未来该宗土地上的项目建设将使用本次交易募集的配套资金， 因此未来

该土地及土地上项目的收益将全部计入募投项目收益。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评估师认为：本次收益法评估未考虑该土地及相关募

投项目产生的现金流， 将土地及其他非流动资产中预付的土地建设工程款确定为

非经营性资产具有合理性。

特此公告。

北部湾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