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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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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公司代码：

600485

公司简称：信威集团

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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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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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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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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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本公告披露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致同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及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出具专项说明及意见。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2018年度不进行现金和股票股利分配，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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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威集团 600485 中创信测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铮 葛旭萍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中关村软件园7号楼一层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中关村软件园

7号楼一层

电话 010-62802618 010-62802618

电子信箱 investor@xinwei.com.cn investor@xinwei.com.cn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未发生重大变化，主营业务依然为基于McWiLL技

术和McLTE技术的无线通信及宽带无线多媒体集群系统设备（包括终端、无线网络、核心网、集群系统、多媒

体调度系统）、运营支撑管理系统和移动互联网业务系统等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销售，以及相应的安装、维

护以及其他相关技术服务。通信设备和软件销售是公司主要的收入和利润来源。按照业务模式划分，公司业务

主要分为海外公网、国内行业专网和无线政务网、特种通信、通信网络监测和数据分析及地产业务。

（二）经营模式

1、海外公网业务

公司的海外公网业务定位于为各国新锐本地运营商提供涵盖基础电信业务+移动互联网业务的全业务电

信解决方案及功能种类齐备的全套通信设备。 基于多年的客户数据统计以及丰富、 全面的市场分析， 结合

McWiLL技术的语音与宽带移动数据业务融合特性和建设成本优势，公司将主要焦点落在移动宽带数据和移

动互联网基础较薄弱或渗透率不高、电信业务竞争不充分的国家或地区，并响应国家“一带一路” 倡议，以新

兴市场中新锐电信运营商为目标客户群体，以较低的总体拥有成本和全面的业务提供能力支持并满足新锐电

信运营商的商业需求，从而为其带来商业成功。

公司自主研发的基于4G移动宽带通信技术的新一代McWiLL宽带移动通信系统不但能够支持移动话音、

移动宽带数据等传统2G、3G、4G技术下的电信业务，而且支持并集成了视频、移动支付、移动电子商务、移动即

时通信、移动游戏等新兴移动互联网应用以及无线多媒体集群业务。 McWiLL技术改变传统运营商的商业模

式，以体验为核心，以网络为基础，以内容为驱动，实现网络快速搭建并构建健康的产业生态。 应用McWiLL技

术的无线通信系统已在柬埔寨、尼加拉瓜投入商业运营，在俄罗斯、坦桑尼亚、乌克兰等国家已投入规模网络

建设。

在海外公网业务的经营中，采取以网络设备及终端的销售为主，以支撑技术及增值服务的供应为辅的业

务模式，并通过持续向电信运营商销售终端产品及移动应用软件、与电信运营商进行移动互联网业务收益分

成、向电信运营商提供远程网络服务等方式获取后续收入。

公司具体参与各业务环节以及提供的技术/产品如下图下表所示：

网络设备供应

商

网络设备供应商通过不断的技术革新和升级， 在充当电信技术进步的原

动力同时，其自身也在发生裂变，或侧重于移动通信业务设备，并在推动

技术进步的过程中，不断影响市场需求与选择。

公司生产基于McWiLL技术的无线通信网

络产品，通过销售网络设备软硬件和服务获

取收入。

电信运营商

在通信产业链系统中，电信运营商扮演着极其关键的角色。 是整个产业链

体系中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是可以重新整合各方关系的最强力量，是最有

能力承担产业演进的推动者。 此外，它还可以通过组织各个其他主体的分

工合作和密切配合来实现多方共赢的局面。

不适用

移动通信增值

服务提供商

移动通信服务提供商， 因业务提供的专业化分工而成为产业生态系统中

不可缺失的关键一环。 它向用户提供更多的内容或提供相应的服务平台，

以期吸引用户，拉动用户需求。

公司面向运营商开发了增值业务Coo系列产

品及服务平台，如CooTalk、CooMarts等，通

过与运营商收益分成的方式获取收入。

集成商

系统集成商以个性化定制服务进行改造开发和系统集成工程实施， 致力

于将硬件、软件、服务和工程建设捆绑起来的全面解决方案，使得电信网

络能提供更高效便捷的服务。

不适用

终端供应商

在产业链系统中，终端供应商是连接用户的最直接媒介，其发育程度直接

决定整个产业链系统服务能力。

公司通过自行生产和外包方式制造并销售

终端产品取得收入。

消费者/用户

消费者和最终用户是整个产业链系统的核心。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通信

产业发展越来越多地取决于该群体的需求拉动。

不适用

2、国内行业专网及无线政务网业务

国内行业专网和无线政务网的经营模式为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 主要产品包括基站、核心网、调度系

统、行业终端，以及政务网服务、智慧城市及系统集成解决方案。 公司依托McWiLL、McLTE、aMESH自组网

等核心技术，依托多区域无线政务网频率及网络资源，和自身丰富的行业信息化案例积累，向客户提供产品、

集成、服务等类型灵活的信息化解决方案。 随着智慧城市、智能交通、智能电网等领域内行业信息化的纵深发

展，以及对信息安全的刚性需求，行业专网及政务网市场将继续保持增长。

国内市场持续开展“政务网+行业直销+系统集成” 的业务发展布局，在保持原有行业直销的优势领域的

增长之外，在无线政务网建设服务、智慧城市和系统集成等领域进行了积极和有效的拓展。

（三）公司主要产品

1、McWiLL主要产品

主要的系统产品（基站）如下：

公司同终端供应商合作开发的部分终端产品如下：

主要的核心网产品如下：

2、McLTE产品

主要的系统产品（基站）如下：

主要的终端产品如下：

主要的核心网产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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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1,890,580.71 2,153,536.39 -12.21 2,203,998.42

营业收入 49,896.21 64,693.46 -22.87 308,796.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89,830.20 -175,432.08 152,695.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9,303.29 -176,479.58 148,892.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713,518.78 1,027,417.67 -30.55 1,182,774.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952.37 -74,456.29 -371,880.3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9 -0.60 0.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4.08 -16.31 减少17.77个百分点 12.75

3.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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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65.94 6,388.98 5,746.27 32,195.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312.68 4,438.22 -37,473.05 -207,482.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49,444.43 3,909.39 -37,469.06 -196,299.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967.85 583.33 6,089.38 2,342.77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股本及股东情况

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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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55,35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55,356

截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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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王靖 -154,490,988 856,621,131 29.30 856,621,131 质押 856,621,131 境内自然人

蒋宁 -26,582,592 164,667,042 5.63 164,667,042 质押 151,816,868 境内自然人

王勇萍 0 159,316,561 5.45 0 质押 122,700,000 境内自然人

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

股有限公司

0 107,809,841 3.69 0 无 0 国有法人

北京华赛大有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

0 80,337,824 2.75 0 无 0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7,408,455 53,281,145 1.82 0 无 0 未知

王庆辉 0 52,514,900 1.80 0 质押 4,400,000 境内自然人

唐海蓉 0 31,028,191 1.0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信达澳银基金－光大

银行－中航信托－天

启520号中创信测定增

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2,801,662 20,157,683 0.69 0 无 0 其他

财通基金－招 商 银

行－中国长城资产管

理公司

2,746,452 19,760,452 0.68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上述股东中蒋宁与王靖已于2018年6月28日解除一致行动关系；2、公司未知上述股东间

的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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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8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9,896.21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89,830.20万元。

2�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1）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本集团对

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以下修订：

A、资产负债表

将原“应收票据” 及“应收账款” 行项目整合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

将原“应收利息” 及“应收股利” 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 ；

将原“固定资产清理” 行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 ；

将原“工程物资” 行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 ；

将原“应付票据” 及“应付账款” 行项目整合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

将原“应付利息” 及“应付股利” 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款” ；

将原“专项应付款” 行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 。

B、利润表

从原“管理费用” 中分拆出“研发费用” ；

在“财务费用” 行项目下分别列示“利息费用” 和“利息收入” 明细项目；

本集团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财会[2018]15号文进行了调整。

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对本集团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等无影响。

（2）根据财政部《关于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本集团作为个人所得税的扣

缴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收到的扣缴税款手续费在“其他收益” 中填列，对可比期间

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调增2017年度其他收益16,305,885.39元，调减2017年度其他应付款16,305,885.39元。

本集团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均作为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列报，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此次会计政策变更对2017年度的现金流量列报无影

响。

上述会计政策的累积影响数如下：

单位：元人民币

受影响的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期初净资产 -- --

其中：留存收益 -- --

净利润 2,976,157.86 14,675,296.86

资本公积 -- --

其他综合收益 -- --

专项储备 -- --

期末净资产 17,651,454.72 --

其中：留存收益 14,522,673.77 --

5�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期合并范围包括母公司及北京信威、北京中创信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创股份” ，由原北京中创信

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改制更名而来）、北京智信数通科技有限公司（“智信数通” ）、北京信威亚辰网络信息服

务有限公司（“信威亚辰” ）、北京信威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信威置业” ）、信威（塞浦路斯）通信有限公司

（“塞信威” ）等6家子公司。

截至2018年12月31日，通过上述子公司间接控制的子公司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简称

一、通过北京信威控制的公司

1 重庆信威通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信威

2 深圳信威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信威

3 北京瑞平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瑞平通信

4 北京华兰之家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华兰之家

5 信威（香港）通信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信威香港

6 北京成君东方科技有限公司 成君东方

7 北京信威永胜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信威永胜

8 北京信友达视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信友达

9 徐州信威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徐州信威

10 河北信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河北信威

11 西安信威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西安信威

12 涿鹿华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华达地产

13 Telint�Systems,Inc. 特林特公司

14 Luxembourg�Space�Telecommunication�S.A. 空天通信公司

15 Telecomunicaciones�Espaciales�de�Nicaragua,S.A. TEN公司

16 Telecomunicaciones�Nicasat,S.A. NICASAT公司

17 Luxembourg�Space�Telecommunication�US,LLC 美国公司

18 Luxembourg�Space�Telecommunication�Do�Brasil�Ltda. 巴西公司

19 Big�Bird�Ltd. 大鸟公司

20 Big�Bird�Project�Ltd. 大鸟项目公司

21 信威（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香港投资

22 涿鹿信威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涿鹿物业

23 Fortress�Project�UK�Co.,Ltd 英国公司

二、通过中创股份控制的公司

1 北京沃泰丰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沃泰丰

2 北京佳信汇通科技有限公司 佳信汇通

3 合肥佳信数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合肥佳信

4 北京数洋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数洋智慧

5 医合智慧（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医合智慧

6 天津中创信测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中创

7 启讯达（天津）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启讯达

三、通过信威亚辰控制的公司

1 山东信威广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信威广辰

2 安徽信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安徽信威

3 海南信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海南信威

4 湖北信威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湖北信威

5 江西信威亚辰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江西亚辰

6 安徽信威亚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安徽亚辰

四、通过塞信威控制的公司

1 Xinwei�Ukraine�Limited�Liability�Company 乌克兰信威

本期合并范围变化情况见“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子公司情况见“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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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十一次会议于2019年4月26日以

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现场地点为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中关村软件园7号楼信威大厦一层公司会议

室。 本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16日以电子邮件和电话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靖先生主持，应参

加会议董事8名，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8名。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

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公司2018年度不进行现金股利及股票股利分配，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公告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披露的相关公告。

六、审议通过《董事会对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表决结果：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公告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披露的相关公告。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公告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八、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年度募集金使用与募投项目进展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公告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披露的相关公告。

九、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理财型投资计划》

同意公司2019年理财型投资计划，具体内容如下：

1、资金额度：闲置自有资金不超过30亿元。

2、投资种类：低风险的中、短期理财投资，包括国债逆回购、购买不超过1年的短期低风险银行理财产品、

短期低风险券商理财产品、货币基金等。

3、有效期限：每笔投资须发生在可投资期内，即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0年度公司理财型投资计

划或方案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通过之日止。

4、负责部门：公司投资管理部门。

5、管理原则：

（1）保证理财资金专款专用；

（2）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资金需要，并根据经营需要及时调减理财投资额度、收回投资款；

（3）对于国债逆回购和保本型的低风险银行理财产品、券商理财产品，公司投资管理部门报公司财务负

责人批准后执行，每月向公司总裁书面报告；

（4）对于非保本的低风险银行理财产品、券商理财产品，单笔投资不超过3亿元或同种产品累计投资不超

过8亿元， 须经公司总裁和董事长审批通过； 单笔投资达到或超过3亿元或同种产品累计投资等于或超过8亿

元，还须提交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批通过。

（5）公司审计部每季度向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书面报告理财计划执行情况；

（6）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的理财型投资行为视同公司行为，执行本计划；

（7）其他具体管理按照《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办法》(2016年修订本)的有关规

定执行。

表决结果：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十、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综合授信申请方案》

同意公司在不超过300亿元人民币的额度范围内向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2019年度综合授信申请方案如下：

1、 授信人：中国进出口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广发银行、民生银行、恒

丰银行、上海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兴业银行、平安银行、厦门国际银行、盛京银行、集友银行、渤海银行、汇

益融资租赁、中航信托、华融资产等；

2、 授信申请人：公司或公司的全资、控股子公司；

3、 授信额度：公司及公司的全资、控股子公司综合授信额度合计不超过300亿元人民币；

4、 授信品种：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保函、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跨境直贷等；

5、 授信担保方式：信用方式、公司或公司的全资、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或其他授

信人认可的担保方式；

6、 授信使用：公司可以直接使用流动资金贷款、保函、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跨境直贷等标准化融资，也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信托贷款、委托贷款等其他非标准化形式融资；

7、 有效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0年综合授信申请方案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止；

8、 负责部门：公司投融资管理部门；

9、 公司在上述方案范围内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时，可视实际情况按公司相关间接融资审批规定履行审

批程序。

表决结果：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从事2018年度审计工作的总结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聘请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的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聘期为一年，

年度审计费用为310万元人民币，其中财务审计费用270万元、内控审计费用为40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公告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披露的相关公告。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度内部审计工作总结和2019年度内部审计工作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公告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披露的相关公告。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2018年，公司资产减值损失总计2,447,311,222.23元，其中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2,153,804,379.97元；

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216,110,571.61元；存货计提跌价准备63,770,155.05元；在建工程计提减值准备9,

284,298.76元；商誉计提减值准备4,341,816.84元。

表决结果：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十六、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公告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十七、审议通过《审计委员会2018年度履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公告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十八、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公告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披露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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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2019年4月26日以

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在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中关村软件园7号楼信威大厦一层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及相关议案于2019年4月16日以电子邮件和电话的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叶翠女士

主持，应参加会议监事3名，实际参加会议监事2名，公司监事刘力先生因其他公务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委

托叶翠女士代其出席。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公司2018年度不进行现金股利及股票股利分配，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监事会认为，公司已在《公司章程》中明确了利润分配政策并能够严格执行，公司制定的2018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决策程序合法、规范，有利于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维护股东

的长远利益。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

监事会对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进行了审核。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

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公司本报告期的财务状况等事项；没有发现参与报告

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公告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披露的相关公告。

五、审议通过《监事会关于〈董事会对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的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公告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披露的相关公告。

六、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度募集资金使用与募投项目进展的专项报告》

监事会认为： 公司已按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

情况，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公告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披露的相关公告。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要求和其他内部控制监管

要求，公司监事会对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发表意见如下：

1.�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遵循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按照自身的实际情况，

建立健全了内部控制制度，保证了公司业务活动的正常进行，保证公司资产的安全和完整。

2.�公司内部控制组织机构基本完整，内部审计小组和人员配备齐全到位，保证了公司内部控制重点活动

的执行及监督充分有效。

3.�公司2018年度没有发生违反《内控规范》和《内控指引》及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重大事项。

综上所述：监事会认为公司内部控制在重大方面符合全面、真实、准确的要求，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工作

的实际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公告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财务报表科目进行的调整，符合

相关政策规定，不影响公司损益，也不涉及往年度的追溯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公告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披露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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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募

集资金使用与募投项目进展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现将本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4]762号文核准， 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A股170,353,

979股，发行价格为每股19.10元。截至2014年9月5日，公司共募集资金325,376.1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7,446.45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317,929.65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致同验字（2014）第110ZC0209号的《验资报

告》验证。

（二）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1、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经公司2014年9月26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14年10月20日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关于募集资金使用暨对北京信威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公司将募集资金净额 317,

929.65�万元对子公司北京信威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北京信威” ）增资，由北京信威将募集资金用于

四个募投项目。

（1）公司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2014年，公司以募集资金净额对北京信威增资317,929.65万元。

2015年，公司使用募集资金支付上期应付未付发行费用342.85万元。

2016年，经公司2016年9月20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

司提供无息借款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公司将募集资金专户中截至实际借款日的银行存款余额全部借予北

京信威，存入北京信威已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由北京信威统筹使用及管理。 为方便募集资金管理，公司将自

身开立的全部募集资金账户注销。 公司与北京信威已签订《借款协议书》，实际转入北京信威募集资金账户的

无息借款金额为388.70万元。 本次借款为无息借款，不收取利息。 借款期限至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配套募集资金

之全部募投项目实施完毕，最长不超过3年，自实际借款之日起计算。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公司的募集资金账户均已销户。

（2）北京信威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北京信威收到公司以募集资金净额317,929.65万元增资后，截至2017年12月31日，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投

入募投项目103,258.53万元， 从非募集资金账户支付但尚未从募集资金专户中转出的募投项目投入3,739.27

万元，累计以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净额220,811.70万元，累计购买理财产品净额0万元，累计存入7天通

知存款净额0万元。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北京信威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余额为232.72万元，全部为剩余专户存款累计利息净

收入（扣除手续费）。

2、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1）公司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公司的募集资金账户均已销户，公司本年度未进行募集资金使用。

（2）北京信威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A、募投项目投入情况

2018年，北京信威以募集资金直接投入募投项目8,007.98万元，其中：中央研究院建设项目4,557.98万元、

华达房地产公司建设智慧养老医疗社区项目3,450.00万元。

2018年，北京信威以募集资金置换从非募集资金账户支付但尚未从募集资金专户转出的募投项目投入3,

739.27万元，其中:中央研究院建设项目3,496.31万元、北京国际营销总部建设项目242.96万元。

综上，北京信威2018年度以募集资金投入募投项目11,747.25万元；截至2018年12月31日，募投项目累计

投入115,005.78万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为202,923.87万元。

此外，截至2018年12月31日，北京信威从非募集资金账户支付但尚未从募集资金专户中转出的募投项目

投入为835.69万元。

B、其他使用情况

a、部分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

经公司2014年9月26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2014年10月20日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北京信威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20

亿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并根据募投项目实施情况进行调整。

经公司2015年9月8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北京信威在2014年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决议

有效期届满后，继续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15亿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

经公司2016年9月7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北京信威在2015年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决

议有效期届满后，继续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10亿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

经公司2017年8月29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北京信威在2016年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决

议有效期届满后，继续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10亿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

b、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经公司2014年9月26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北京信威增资后，北京信威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金额为10亿元，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2015年9月23日，北京信威已将上述10亿元

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经公司2014年10月30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增加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北京信威增加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10亿元，使用期限自

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2015年10月22日，北京信威已将上述10亿元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经公司2015年9月23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北京信威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10亿元人民币，使用

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经公司2015年10月23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北京信威继续使用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10亿元人民币，使用

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经公司2015年10月29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增加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北京信威增加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10亿元人民币，使用期

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截至2016年8月24日，北京信威已将根据上述决议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259,16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归还至

北京信威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经公司2016年8月15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北京信威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15亿元人民币，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经公司2016年8月24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北京信威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10亿元人民币，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经公司2017年8月13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北京信威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8亿元人民币，使

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经公司2017年8月15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北京信威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7亿元人民币，使

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经公司2017年8月17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北京信威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8亿元人民币，使

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截至2018年8月27日，北京信威已将根据上述决议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212,105万元闲置募集资金归还至

北京信威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8年8月23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十四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北京信威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7亿元人民

币，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2018年8月24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十五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北京信威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6.85亿元人

民币，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2018年8月28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十六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北京信威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7.36亿元人

民币，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根据上述决议，截至2018年12月31日，北京信威以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209,290.00万元（累计补充1,

188,856.41万元，累计收回979,566.41万元，购买理财产品净额0万元（累计购买992,497.00万元、累计赎回

992,497.00万元），存入7天通知存款专户净额0万元（累计存入176,021.00万元、解回176,021.00万元）。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北京信威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余额为9.70万元，全部为剩余专户存款累计利息净收

入（扣除手续费）。

截至2018年12月31日，鉴于信威集团正在进行重大资产重组，该重组涉及跨国军工行业，重组事项复杂，

长期停牌，导致公司流动性相对较为紧张，不排除在2019年将未投入的剩余募集资金经过必要程序后进行永

久补流。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等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该管理制度于2014年3月14日经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管理制度并结合经营需要，公司从2014年9月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使用

专户；2014年9月26日，公司、安信证券（独立财务顾问）、北京信威与四家专户开户银行分别签署《募集资金四

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 2016年1月15日，公司、北京信威、涿鹿华达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达房地产公司” ）、安信证券（独立财务顾问）与专户开户银行签署《募集

资金五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 上述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具体条文与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均严格按照相关协

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单位：人民币元）如下：

1、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公司全部募集资金专户已销户。

2、北京信威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单位：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鼎昆支行 11001079600053018034 活期 20,508.33

中信银行北京望京支行 7113210182600044505 活期 35,546.09

华夏银行北京北三环支行 10290000000495160 活期 37,816.55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清华园支行 35360188000031950 活期 3,141.40

合 计 97,012.37

3、华达房地产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单位：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涿鹿支

行

13050167810800000021 活期 1,093,686.49

合 计 1,093,686.49

2018年，华达房地产公司收到北京信威募集资金使用中对华达房地产公司的增资款3,450.00万元，累计

收到增资54,501.46万元，存入华达房地产公司开立的专项募集资金账户。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华达房地产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直接投入智慧养老医疗社区项目建设的金额54,400.15万元。截至2018年12月31日，华达房

地产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109.37万元，其中专户存款累计利息净收入（扣除手续费）8.06万元。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件1：2018年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经2015年12月14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15年12月30日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增资华达房地产公司建设智慧养老社区项目的议案》，对

“全球信威无线宽带接入网络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进行变更，其中109,000万元募集资金的投资项目变更为增

资华达房地产公司建设智慧养老医疗社区项目， 项目剩余部分募集资金78,927.65万元当时尚未确定投资项

目。

经2016年5月16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2016年6月1日公司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通过《关于变更前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尼星一号卫星项目的议案》。 同意将公司2014年发行股票购买

资产之配套募集资金中尚未确定项目的78,927.65万元及 “基于信威无线宽带接入技术的新航行系统研发及

产业化项目” 中的21,072.35万元变更后用于“尼星一号卫星项目” 。

经公司2018年8月9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七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议案》。 同意公司

将部分募投项目“尼星一号项目” 建设期变更为自2019� 年11� 月至2022� 年5� 月底，预计于2022� 年4� 月发

射，自2022�年二季度开始运营，预计在轨运行的第五年（2026�年）达产。“尼星一号” 预计寿命是20�年，运营

期间预计为2022�年至2042�年。 并将预计总投资额由251,171�万元增加至260,771�万元。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详见附件2。

五、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无。

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18年年度，公司已按《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

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

截至2018年8月21日，北京信威实际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金额为2,121,051,167.44元。北京

信威应于2018年8月12日、2018年8月14日、2018年8月16日之前将上述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款项

归还至北京信威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未及时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款项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户，违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的相关规定。

截至2018年8月28日，北京信威已于2018年8月22日将上述2,121,051,167.44元资金中的7亿元归还至北

京信威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且于2018年8月23日将其中的684,904,442.33元归还至北京信威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于2018年8月27日将剩余部分（即736,146,725.11元）归还至北京信威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特此公告。

附件：

1、2018年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2018年年度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9日

附表1：

2018年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17,929.65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1,747.2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21,417.65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15,005.7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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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投项目实际投资进度与投资计划存在差异的原

因

中央研究院建设项目：

公司中央研究院项目在终端平台、基站平台、业务平台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拥有

了新一代稳定终端、基站和业务平台、在卫星通信载荷方面目前已经完成了 112�天线

阵列的开发，各项目进展良好。 为保证项目达到预定目标，适应市场需求的不断增加，

以及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公司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不断对技术方案进行优化改进，在

技术演进和产品开发方面做了一系列适应性调整， 导致项目进度较预计进度有所滞

后，为保证投资项目质量和募集资金效益最大化，公司2016年将中央研究院项目完成

时间延长至 2019�年 9�月。

北京国际营销总部建设项目:

北京国际营销总部建设项目自开展以来，对包括英国、爱尔兰、波兰等欧洲国家，

尼加拉瓜、巴拿马等拉美国家以及坦桑尼亚、乌干达、肯尼亚、卢旺达等非洲国家展开

了深入的调研工作。为降低项目风险，充分了解目标国的通信行业现状，前期的市场调

研工作严谨周密，因此占用时间较长。为实现预期的结项效果，深化与各国业务伙伴合

作、推进自有品牌在全球的广泛应用、推动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走向世界、扩大信息交

流与合作，在推进项目的过程中，由于目标国的相关政策以及整体通信市场环境的不

断变化，使得项目方案不断调整、谈判周期延长，从而变更资金使用计划，以至于项目

未能按照原定计划结项， 现公司将国际营销总部建设项目完成时间延长至2017年12

月。截止2017年12月31日，国际营销总部建设项目已于2017年10月完成募投资金投资

承诺总额的使用。

增资华达房地产公司建设智慧养老医疗社区项目：

公司现有土地开发建设及销售工作进行顺利，按计划于2017年6月完成项目一期

交房入住工作，项目在园林绿化、物业服务等方面取得了较高的客户满意度。 项目三

期、四期施工进展顺利，项目二期按计划将于2019年初动工，189亩开发建设可按计划

在2021年完成。原计划应于2016年获取的125亩开发用地因地方政府土地收储困难仍

未能如期获得，计划推迟至2018年下半年获取该地块使用权，在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公

司将全力保证开发节奏，确保于2021年完成全部养老医疗社区项目。

尼星一号卫星项目：

由于公司内外部环境变化，导致公司卫星产业整体战略规划调整，相应的布局和

实施时间也进行了调整；其次,项目原技术方案在准备实施过程中，项目合作方出现重

大技术问题，导致公司与合作方对原有技术方案进行调整。 因卫星技术方案与市场回

报密切相关，方案论证过程复杂，导致项目实施时间延迟。 因此,公司将“尼星一号项

目” 建设期变更为自2019�年11�月至2022�年5�月底，预计于2022�年4�月发射，自2022�

年二季度开始运营，预计在轨运行的第五年（2026�年）达产。“尼星一号” 预计寿命是

20�年，运营期间预计为2022�年至2042�年。 并将预计总投资额由251,171�万元增加至

260,771�万元。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全球信威无线宽带接入网络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根据项目最初规划将在北京建设全球信威无线宽带接入网络服务中心，包括远程

网络维护中心和远程呼叫中心两部分建设内容， 项目建设期为3年，2014年10月开始

实施。但随着全球电信及互联网业务的飞速发展，行业竞争加剧，各电信运营商客户在

降低成本，并增加收入两方面均承受着巨大压力。在这种客观环境下，多家客户希望我

司转变最初的合作理念，与其建立更加长期、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并在合作内容和方

向上做出进一步的要求。 以上因素影响了原国际呼叫中心项目的按时启动。 经过调研

后，公司认为随着以数据为载体的新兴互联网业务在全球范围内的飞速发展，电信运

营商的业务重心已逐渐有所转移，即以传统的语音和数据业务为基础，大力发展新兴

互联网业务。 全球网络服务中心项目主要是面向基础电信业务，客户方对此项目拟提

供服务的种类和数量需求都进行了缩减，以便增加其用户补贴、广告促销、渠道佣金等

市场费用以及硬件采购和网络建设等刚性支出。客户在资金投入方面的再规划及对全

球网络服务中心业务需求的锐减，不仅造成了项目执行时间表的大幅延后，同时也对

项目预期收益的实现带来了重大不利影响。此外，随着行业竞争加剧，各电信运营商所

提供的服务等级越来越高， 客户对我方在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

尤其是在服务时效性方面，要求我方的项目实施地点采用就近原则并提供7*24小时服

务，原计划在北京建立全球网络服务中心支撑全球客户的方案目前已无法满足客户需

求。

基于上述情况，原项目计划中所涉及的项目市场环境发生变化，项目实施所依托

的客户需求也发生重大变化，因此，按照原项目实施已丧失其经济性和可实现性，为保

证募集资金的投资回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109,000.00

万元投资项目为增资华达房地产公司建设智慧养老医疗社区项目，项目剩余部分募集

资金78,927.65万元变更为“尼星一号卫星项目” 。

基于信威无线宽带接入技术的新航行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自本项目开始以来，为了确保项目运营的稳步推进、市场的逐步开拓等因素，公司

对通航产业链多个领域开展了进一步业务调研，涵盖通航产业基础设施建设、飞机制

造业、地面服务站的建设以及FBO的建设及运营。 同时，公司与行业内多家优势资源

企业进行了商务会谈，并正在与多家企业整合优势资源，面向多个省市的通航市场进

行产业应用布局。 经过调研公司发现，当前外部市场环境与公司规划项目之初相比已

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内多家航空公司的星基地空通信系统已经拿到工信部的“空中上

网” 业务许可，尤其随着人们对数据业务带宽需求的不断提增大，Ka波段卫星通信具

有更明显的优势。目前可用的国外卫星在区域覆盖、频率资源等方面存在缺陷，且民航

卫星通信涉及国家信息安全，最终还是应该做到完全自主，自主Ka波段卫星的研制和

使用还需时日。 因该产业领域中，市场环境多变、政策不明朗等不确定因素，致使该项

目的投资风险加大。 为了保证募集资金的有效使用，公司暂时停止了本项目的实施。

基于上述情况，原项目计划中所涉及的项目市场环境发生变化，项目实施所依托

的客户需求也发生重大变化，因此，按照原项目实施已丧失其经济性和可实现性，为保

证募集资金的投资回报， 提高募投资金使用效率， 公司将本项目部分募集资金21,

072.35万元，变更为“尼星一号卫星项目” ，剩余12,417.65万元尚未确定投资项目。

（下转B18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