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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34       证券简称： ST 实达   公告编号：第 2022－100 号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问询函》的 

回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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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实达集团或公司、本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6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

度报告的信息披露问询函》（上证公函【2022】2458 号），公司董事会高度重

视，对问询函所提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认真核实，现就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 1：半年报披露，报告期内公司新增大数据业务营业收入约 2,604.92 万

元。前期公告显示，公司 2022 年计划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在大数据等领域预

计发生不超过 2 亿元的日常关联交易。同时，半年报显示，间接控股股东福建

省大数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数据公司）将根据《重整计划》适时将福建省

星云大数据应用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云大数据）或其他优质资产注入公

司，以解决其与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问题。请公司补充披露： 

（1）结合大数据公司自身业务开展情况，并进行同行业对比，说明公司今

年以来开展大数据业务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产品或服务的名称和类型、

商业模式、定价及毛利率、成本费用构成、主要客户及供应商，以及关联交易

等情况； 

【公司回复】 

一、关于福建省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业务基本情况 

福建省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数据集团）于 2021 年 8 月 26 日正

式注册，注册资本 100 亿元，系贯彻落实福建省委省政府“把数字福建建设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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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工程”的决策部署而设立的省管国有全资企业。 

根据 2022 年 7 月 15 日第十一届福建省委常委会第 32 次会议通过的《福建

省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组建实施方案》，大数据集团为福建省管国有全资企业，

定位为省级电子政务公共平台和新建省级部门政务信息系统业主单位，负责省级

电子政务网络、云、平台等系统的建设和运维；全省公共数据资源一级开发主

体；全省数字经济发展的市场化、专业化主体及主要投融资平台。大数据集团

下属主要子公司及业务具体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主要业务情况简介 

1 福建省电子政务建设

运营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定位为省级部门政务信息系统业主

单位，开展省级电子政务云、平台等系统建设和

运维等相关业务，并向政府部门提供信息化服务。 

2 福建大数据一级开发

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定位为省级部门政务信息系统业主

单位，作为全省公共数据资源一级开发主体，负

责全省公共数据资源汇聚治理、共享应用、安全

保障、服务管理、开放开发工作，建立数据资源

开发运营体系。 

3 福建省政务网络建设

运营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定位为省级部门政务信息系统业主

单位，负责政务信息网省市县三级骨干网、省市

县横向城域网、省市县互联网出口和安全体系建

设及运维。 

4 福建省政务门户网站

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定位为省级部门政务信息系统业主

单位，主要负责福建省数字政府总门户建设运营

工作，包括“中国福建”门户网站集群、省网上办

事大厅、省 12345 便民服务平台及省委省政府依

托上述平台提供面向公众、企业政务服务的相关

平台建设和运营工作。 

5 福建大数据交易 
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作为全省一体化的数据要素交易市

场运营主体，负责建设运营福建省大数据交易中

心，为“数字福建”建立更完备的数据资源流通平

台，探索建立集数据登记、评估、共享、交易、

应用、服务于一体的数据流通机制。 

6 福建大数据产业投资

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 95%，定位为大数据集团

战略性产业投融资平台和股权投资出资代表，为

大数据集团的资本运作、产业布局、战略发展提

供有效支撑。公司主要负责股权投资、基金投资

等。 

7 福建大数据产业园区

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涵盖房地产、租赁、

综合管理服务、会议展览及其他服务等方面。 

8 福建万福网科技 
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承担“万福网”平台的建设和运营任

务，打造相关产品垂直领域全产业链富有政府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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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行业权威性、产业专业性的互联网平台。 

9 
福建省数据治理与数

据流通工程研究院 
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 51%，是创新型、引领性

智库，致力于探索数据价值化和数据要素化的高

效可行路径，释放数字经济发展新动能，助力数

字福建和数字中国建设。 

10 福建省数晟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 59.60%，作为大数据集团

的投资平台，负责相关投融资等资本运作。该公

司为实达集团控股股东。 

11 福建省星云大数据 
应用服务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 84.2455%，围绕“云+公共

能力平台+大数据应用服务”发展战略快速布局，

专业从事大数据应用、信息平台开发、平台运营

和系统集成。 

以上大数据集团下属主要子公司均已在运营中，目前除星云大数据外，其他

公司与实达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问题。 

二、关于公司今年以来开展大数据业务的具体情况 

实达集团通过重整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从根本上摆脱债务和经营困境，

化解公司终止上市和破产清算风险。随着重整计划的实施完毕，2022 年起实达

集团在原有物联网周界安防业务的基础上，大力拓展数字政府、大数据、智能

化设备和系统集成四大领域业务。 

2022 年 1-6 月，实达集团新增大数据业务营业收入约人民币 2,604.92 万元，

系公司向大数据集团下属企业福建省电子政务建设运营有限公司销售大数据产

品。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在 2022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内。具体情况

如下： 

1、产品名称和类型、定价及毛利率、主要客户及供应商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定价 毛利率 主要客户 主要供应商 

疫 情 防 控

数 据 通 道

服务平台 

大数据 
产品 

在产品成本

基础上，结

合 市 场 行

情、项目难

易程度等因

素，与客户

协商确定产

品价格 

19.22% 

福建省电

子政务建

设运营有

限公司 

数字中国研

究院（福

建）、福建省

海峡星云信

息科技有限

公司 

2、成本费用构成 
单位：万元 

产品类型 项目 金额 

大数据产品 
硬件 1,663.19 
软件 12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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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服务 300.19 
其他 15.13 
合计 2,104.36 

3、公司大数据业务和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名称 产品布局 客户构成 
2022 年上半

年主营业务

毛利率（%） 

南威软件

603636 

政务服务、政务监管、政务大数

据、电子证照、政务办公、政务

督查等数字政府领域的业务中

台、应用产品、解决方案等 

政府部门及国

有企业等 31.51 

航天信息 
600271 

形成了金税产业、智慧产业、网

信三大产业 
政府机关事业

单位、企业等 26.03 

榕基软件

002474 
（系统集成业务） 

信创工程、互联网+政务、海关信

息化、互联网+党建、法院、司法

行政等电子政务领域，以及大数

据平台和物联网等 

党政、海关、

能源、司法、

环保等行业 
20.15 

本公司 
（大数据业务） 

在数字政府总体规划下，提供标

准化产品和数据服务 
各级政府、国

有企业等 19.22 

公司上半年开展的大数据业务为疫情防控数据通道服务平台项目建设，属

于系统集成，利润空间有限；同时，由于是疫情防控项目，时间紧、任务重，

需紧急采购，因此毛利率略低。 

4、商业模式 

公司基于标准化产品和数据服务，依托政策支持，整合股东资源，在全国

各地数字政府建设、省市县乡村各级政府机构和基层组织进行合作，与国有企

业，以及腾讯、阿里、今日头条、金融机构等行业伙伴深入合作，在福建省乃

至全国拓展标准化产品和数据服务市场，确保落地相关项目，探索运营方向和

盈利模式。公司主要收益来源包括：标准化产品销售收入、大数据产品和服务

收入、智能终端设备销售收入、系统集成项目收入、技术开发收入和运营收

入。 

5、关联交易 

公司向福建省电子政务建设运营有限公司销售大数据产品构成关联交易。根

据 2022 年 6 月 8 日召开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 2022 年 6 月 24 日召

开的公司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 2022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2022 年度与控股股东福建省数晟投资合伙



5 
 

企业（有限合伙）及其关联方在大数据、数字政府、智能化硬件及系统集成等业

务领域进行合作，预计发生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含税）的日常关联交易。本次

交易在上述 2022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内。 

（2）结合当前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存在的同业竞争，说明后续通过注

入资产等方式解决同业竞争的有关承诺及具体安排，是否有阶段性解决同业竞

争的措施。 

【公司回复】 

2022 年 2 月，为避免同业竞争，大数据集团和福建省数晟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已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具体如下： 

福建省数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具体如下： 

“1、本企业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问题； 

2、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企业将避免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

子公司从事的业务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活动； 

3、如存在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则本企业将依据《公司法》《证券法》

等法律法规规定积极采取措施消除同业竞争，切实维护上市公司的利益。 

本承诺函在本企业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期间持续有效。” 

大数据集团承诺具体如下： 

“1、本公司将根据《重整计划》，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适时将

星云大数据注入实达集团，注入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现金购买资产、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待星云大数据注入完成后，本公司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同业

竞争问题； 

2、本次权益变动及星云大数据注入上市公司完成后，本公司将避免直接或

间接地从事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从事的业务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活动； 

3、如存在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则本公司将依据《公司法》《证券法》

等法律法规规定积极采取措施消除同业竞争，切实维护上市公司的利益。 

本承诺函在本公司作为上市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期间持续有效。” 

大数据集团高度重视公司与星云大数据存在的同业竞争问题，目前正在加

紧梳理和调整相关业务规划。同时，为维护上市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近

期，大数据集团拟在 2022 年 2 月已出具的承诺函基础上作出补充承诺，采取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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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措施积极解决同业竞争，公司将在收到上述补充承诺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问题 2：半年报披露，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科融通物联科技无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融通）开展物联网周界安防业务，实现营业收入约

6,718.08 万元，净利润约-1,618.20 万元，收入同比增长 46.16%，且较今年一季

度环比增长约 4,478%。请公司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同行业可比公司、商业模

式、前五大客户及供应商情况、结算方式以及回款情况等，补充披露相关业务

收入大幅增长但业绩继续亏损的具体原因。 

【公司回复】 

2022 年上半年，中科融通开展物联网周界安防业务，实现营业收入约

6,718.08 万元，净利润约-1,618.20 万元。 

1、行业发展趋势 

近年来安防行业总体发展趋势向好。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

技术在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安防行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以人防、物防为主的

传统安防体系不再适应当下社会安全的需求，以视频监控为代表的技防逐步被政

府和人民群众所接受。面对城镇化速度加快、流动人口增多、社会安全隐患增加

的现状，新兴技术带来了更广泛的前端采集、更高效的数据分析、更快速的事件

响应，在不影响经济社会发展速度的情况下，最大限度的维护社会治安、减少犯

罪发生。近年来，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安防行业支持政策，并提出了平安城市、

雪亮工程等大型安防项目，旨在更高效的维护社会治安、助力国家发展，也为安

防企业提供了一片新的广阔市场。 

2、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 

中科融通的同行业可比公司主要有易华录（300212）、熙菱信息（300588）

和汉邦高科（300449），同行业可比公司 2022 年一季度和半年度的收入和归母净

利润对比信息如下： 

 
单位：元 

主要会计项目 同行业 一季度 二季度 季度环比增长 
半年度同

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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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易华录 590,818,840.38 310,602,257.19 -47.43% -30.29% 
熙菱信息 16,914,873.18 53,694,962.90 217.44% -1.24% 
汉邦高科 14,355,934.75 15,807,322.42 10.11% -86.10% 
中科融通 149,687.85 67,031,073.30 44,680.57% 46.16% 

净利润 

易华录 34,288,115.42 -18,206,702.07 -153.10% -66.40% 
熙菱信息 -15,387,305.45 -12,841,879.36 -16.54% -746.83% 
汉邦高科 -10,003,400.98 -8,420,516.31 -15.82% -8.03% 
中科融通 -7,491,362.82 -8,690,645.92 16.01% -35.69% 

3、收入大幅增长但业绩继续亏损的原因 

与行业可比公司相比，中科融通半年度较一季度收入增幅较大，主要是得益

于 PPP 项目建设进程进展加快。中科融通在报告期内的营业收入主要来自于 PPP

项目，目前中科融通有分别处于建设期和运营期的 PPP 项目。在 PPP 项目建设

期，中科融通根据已经完成的合同工作量占合同预计总工作量的比例确定履约进

度，对所提供的建设服务按履约进度确认相关建设合同的收入、成本。截至 2022

年上半年，PPP 项目已完成大部分建设工作。 

中科融通业绩亏损主要是由于 PPP 项目成本和财务费用所致。自 2020 年新

冠疫情爆发以来，全国各地受到疫情反复影响，PPP 项目也受到严重冲击，由于

项目持续时间较长，产生较多的硬件维护、保养等成本。同时，中科融通历史债

务的资金成本较高、财务费用金额较大，导致中科融通在报告期内出现业绩亏损。 

4、商业模式、前五大客户及供应商情况、结算方式以及回款情况等 

中科融通长期专注于公安、边防武警、司法等行业防入侵产品的开发和应用。

中科融通直接销售给终端客户的产品，销售款按节点分期收取；PPP 项目采用

BOT+OM（建设-运营-移交+委托运营）模式，运营期内政府每年付服务费还需

经过绩效考核机制、奖惩机制进行相应调整；PPP 项目建设运营周期长，回款周

期长，投资回收周期约为 7 年（其中建设期 1 年、运营期 6 年），建设期间中科

融通进行垫款，并于运营期间逐步回款。 

中科融通报告期内前五大客户如下： 

单位：元 

客户名称 营业收入 对该客户应收款余额 

巧家县教育体育局 58,300,223.46 205,716,792.15 

阿克陶县公安局 3,457,908.18 791,982.76 

北京云码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3,271,085.94 1,587,367.55 

阿合奇县公安局 859,544.77 5,352,91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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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图什市公安局 796,981.13 8,952,800.00 

合计 66,685,743.48 222,401,857.19 

前五大供应商如下： 

单位：元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 对该供应商应付账款金额 

上海邮电设计咨询研究院有限公司 2,018,867.92 3,475,471.70 

甲骨文（中国）软件系统有限公司 1,602,831.88 1,662,310.08 

北京智能江海科技有限公司 1,533,962.28 22,500.00 

巧家县白鹤滩镇逸丰科技服务部 1,309,060.76 115,562.15 

天维尔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70,135.39 853,420.00 

合计 7,234,858.23 6,129,263.93 

 
公司目前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

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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