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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河钢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申请文件的补充反馈意见的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贵公司《关于河钢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补充反馈意见》（以

下简称“反馈意见”）已收悉。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办券商”）会

同河钢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河钢数字”）、北京凯泰律师

事务所（以下简称“律师”）、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

计师”），对贵公司反馈意见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讨论、说明，并对反

馈意见涉及的问题出具了回复文件，同时对申报文件的相关内容进行了修改或补

充披露（修改或补充披露部分已用楷体加粗的字体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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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一、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中的简称与《公开转让说明书》（反馈稿）中的

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二、有关律师、会计师的核查情况及意见详见后附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会计

师的专项说明，本回复报告仅摘录律师、会计师发表的核查意见。 

三、本回复报告中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宋体（加粗）：反馈意见所列问题 

●宋体（不加粗）：对反馈意见所列问题的回复 

●楷体（加粗）：对《公开转让说明书》（申报稿）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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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司特殊问题 

1、公开资料显示，公司 2019 年 1 月-9 月营业收入为 2,128.59 万元，净利

润为-28.68 万元；2019 年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6,844.62 万元，净利润为 420.21

万元；2018 年和 2017 年营业收入分别为 3,480.28 万元和 3,330.28 万元，净利润

分别为 101.27 万元和 124.81 万元。请主办券商和申报会计师核查以下事项：（1）

2019 年公司大幅增长的具体原因，是否有具体合同支撑，以及收入增长幅度与

净利润增长幅度存在差异的合理性；（2）公司不同类别的产品销售或服务周期，

各项业务收入确认的合规性；（3）2019 年第四季度公司业绩大幅增长的原因，

公司业务是否存在季节性特征，收入增长与行业发展状况及客户需求是否匹配。

请中介机构说明核查的方法、程序、范围，说明公司业绩波动与其业务情况和

行业变动趋势是否一致，是否存在跨期确认收入的情况，并就公司收入的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发表核查意见。 

【公司回复】 

（1）2019 年公司大幅增长的具体原因，是否有具体合同支撑，以及收入增

长幅度与净利润增长幅度存在差异的合理性； 

公司 2019 年度、2018 年度、2017 年度营业收入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或业务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金额 增幅（%） 金额 增幅（%） 金额 

系统集成 54,510,320.67 121.32 24,629,565.10 10.93 22,203,566.43 

运维服务 6,850,014.23 193.04 2,337,542.10 98.30 1,178,763.63 

技术开发 3,834,606.78 70.32 2,251,467.04 -10.93 2,527,660.90 

商品销售 3,251,243.57 -41.78 5,584,252.59 -24.46 7,392,849.43 

合计 68,446,185.25 96.67 34,802,826.83 4.50 33,302,840.39 

公司营业收入 2019 年度较 2018 年度增加 33,643,358.42 元，其中系统集成

收入增加 29,880,755.57 元，占比为 85.86%。营业收入大幅增长的具体原因如下： 

（1）河钢数字在 2019 年通过内部组织调整，成立营销中心、加强非关联方

销售资源的整合。由总经理申培先生亲自主抓外部销售，公司 2019 年度研发立

项与售前资源大幅度倾斜至外部市场。 

（2）为扩大公司业务规模，公司人员也有大幅增长，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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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增幅（%） 

行政管理人员 13 8 62.50 

财务人员 3 3 - 

销售人员 19 9 111.11 

项目人员 96 42 128.57 

技术研发人员 15 7 114.29 

合计 146 69 111.59 

（3）2019 年度关联方与非关联方合同的合同金额均有提升，主要业务合同

如下： 

关联方大额合同 合同金额 非关联方大额合同 合同金额 

河钢集团 DAC 智慧营销

平台建设项目 
  24,700,000.00  

“云上武邑”服务项目一期

服务协议 
  11,500,000.00  

河钢新材创新研发基地

智能信息化项目 
   5,104,054.15  

定州市公共安全视频图像

智能应用建设工程一标段

采购项目 

  11,283,920.37  

网络货运经营者平台    4,630,000.00  
北京中加集成智能系统工

程有限公司设备供货合同 
   7,934,589.67  

河钢集团工业品超市项

目 
   3,500,000.00  

南京烽火星空通信发展有

限公司数据中心及系统集

成服务项目合同 

   2,850,000.00  

河钢云商平台 2019 年度

升级项目 
   2,795,706.10  

武邑县医院临床服务能力

建设提升采购项目 
   2,470,000.00  

河钢物流基础信息化及

数据平台建设项目（一期

一阶段） 

   1,948,000.00      

河钢集团 2019 年等级保

护服务项目合同 
   1,180,000.00  

    

河钢新材信息系统运维

服务合同 
   1,132,500.00  

    

合计   44,990,260.25      36,038,510.04  

（4）公司第四季度工程验收力度有大幅度提高，年内大量工程集中于第四

季度完工验收。 

公司营业收入2019年度较2018年度增幅为96.67%，净利润2019年度较2018

年度增幅达到 314.96%。公司收入增长幅度与净利润增长幅度存在较大差异主要

是由政府补助导致，2019 年度公司获得政府补助 7,783,820.00 元，较 2018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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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7,403,820.00 元。政府补助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发生额 

计入当期非

经常性损益

的金额 

发生额 

计入当年非

经常性损益

的金额 

物联网大数据开发平台及产业

化项目（工业互联网方向）补助 
4,800,000.00 4,800,000.00 

  

“新一代信息技术研发及产业化

项目”补助资金 
1,400,000.00 1,400,000.00 

  

“云上武邑”智慧城市建设应用

示范补助 
800,000.00 800,000.00 

  

软件企业 cmmi 认证补助资金 200,000.00 200,000.00 
  

武邑政府突出贡献奖励 100,000.00 100,000.00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补助 200,000.00 200,000.00 
  

企业上云补助资金 283,820.00 283,820.00 
  

扶持企业创新发展资金 
  

180,000.00 180,000.00 

衡水市科技局高新技术企业补

助   
100,000.00 100,000.00 

河北省科技厅高新技术企业补

助   
100,000.00 100,000.00 

合计 7,783,820.00 7,783,820.00 380,000.00 380,000.00 

（2）公司不同类别的产品销售或服务周期，各项业务收入确认的合规性； 

公司不同类别的产品销售或服务周期，各项业务收入确认的具体情况： 

（1）公司信息系统集成收入是指根据用户需要将整个系统中的外购软件、

硬件按照合理的方式进行集成，将整体方案提交给客户所获得的收入。系统集成

项目在中标之后项目人员负责实施工作，系统集成项目按照合同大小周期在半年

到数年不等。公司在独立项目实施完成并通过验收后，按双方约定金额确认收入。 

（2）公司的技术开发收入是指根据用户的需求，对已有的软件产品再次开

发取得的收入。公司根据客户要求单独进行软件技术开发服务周期根据合同大小

短则一个季度，长则一年。公司在劳务已经提供，于技术开发项目投入用户试运

行且取得验收报告后确认收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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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运维收入主要指根据合同规定向用户提供的有偿后续服务，包括

系统维护、技术应用与支持、产品升级等。服务周期一般为一年，运维合同一年

一签。根据与用户签订的相关合同签订的合同总额与服务期间，分期确认收入。 

（4）公司销售商品以相关产品送达客户现场安装调试完成，客户验收通过

后作为销售收入确认时点。商品销售服务周期较短，从客户采购意向到交付验收

一般不超过三个月。 

综上，各项业务收入确认的合规。 

（3）2019 年第四季度公司业绩大幅增长的原因，公司业务是否存在季节性特

征，收入增长与行业发展状况及客户需求是否匹配。 

公司 2019 年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占全年营业收入的 68.90%，公司业务不存在

明显的季节性，但项目一般年末完工验收的情况较多。符合当前信息化建设、大

数据、数据安全等相关行业快速发展的情况，符合客户年初立项，年终验收结算

的需求。 

同行业公司第四季度收入占比情况如下所示： 

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第四季度占全年收入的比例 

启明信息 002232 50% 

海颐软件 832327 50% 

精标科技 870706 60% 

【主办券商回复】 

（一）核查程序 

（1）通过查阅收入明细账、复核大额及异常交易，访谈企业高管，询问参

与交易的基层员工的方式来获取最直接的信息进行核实； 

（2）对重要的销售合同和对应的采购合同进行检查，同时结合对收入确认

依据的竣工验收单进行检查； 

（3）对大额收入及第四季度确认收入的合同、验收单进行了检查核实，分

析了前十大客户的收入成本； 

（4）与会计师进行沟通，核查会计师对应收账款执行的函证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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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查看同行业企业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占全年的收入的比例进行对比分析； 

（6）对收入进行截止性测试； 

（7）对期后回款情况进行检查。 

（二）事实依据 

收入明细账、访谈记录、销售合同、验收单、银行回单等。 

（三）分析过程 

1、公司营业收入 2019 年度较 2018 年度增加 33,643,358.42 元，其中系统集

成收入增加 29,880,755.57 元，占比为 85.86%。营业收入大幅增长的具体原因如

下： 

（1）河钢数字在 2019 年通过内部组织调整，成立营销中心、加强非关联方

销售资源的整合。由总经理申培先生亲自主抓外部销售，2019 年度研发立项与

售前资源大幅度倾斜至外部市场。 

（2）为扩大公司业务规模，公司人员也有大幅增长，销售人员增幅比例为

111.11%，项目人员增幅比例为 128.57%，技术研发人员增幅比例为 114.59%。 

（3）2019 年度关联方与非关联方合同的合同金额均有提升。 

（4）公司第四季度工程验收力度有大幅度提高，年内大量工程集中于第四

季度完工验收。 

公司营业收入2019年度较2018年度增幅为96.67%，净利润2019年度较2018

年度增幅达到 314.96%。公司收入增长幅度与净利润增长幅度存在较大差异主要

是由政府补助导致，2019 年度公司获得政府补助 7,783,820.00 元，较 2018 年度

增加 7,403,820.00 元。 

    2、公司不同类别的各项业务收入确认的具体情况： 

（1）公司信息系统集成收入是指根据用户需要将整个系统中的外购软件、

硬件按照合理的方式进行集成，将整体方案提交给客户所获得的收入。系统集成

项目在中标之后项目人员负责实施工作，系统集成项目按照合同大小周期在半年

到数年不等。公司在独立项目实施完成并通过验收后，按双方约定金额确认收入。 

（2）公司的技术开发收入是指根据用户的需求，对已有的软件产品再次开

发取得的收入。公司根据客户要求单独进行软件技术开发服务周期根据合同大小

短则一个季度，长则一年。公司在劳务已经提供，于技术开发项目投入用户试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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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且取得验收报告后确认收入实现。 

（3）公司运维收入主要指根据合同规定向用户提供的有偿后续服务，包括

系统维护、技术应用与支持、产品升级等。服务周期一般为一年，运维合同一年

一签。根据与用户签订的相关合同签订的合同总额与服务期间，分期确认收入。 

（4）公司销售商品以相关产品送达客户现场安装调试完成，客户验收通过

后作为销售收入确认时点。商品销售服务周期较短，从客户采购意向到交付验收

一般不超过三个月。 

综上，各项业务收入确认的合规。 

3、公司收入主要为系统集成和运维服务，综上所述，系统集成和运维服务

两类收入均已取得验收报告后确认收入实现。公司 2019 年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占

全年营业收入的 68.90%，公司业务不存在明显的季节性，但项目一般年末完工验

收的情况较多。符合当前信息化建设、大数据、数据安全等相关行业快速发展的

情况，符合客户年初立项，年终验收结算的需求。 

经核查，2019 年第四季度取得验收报告并确认收入的主要项目如下： 

合同名称 客户名称 合同金额 验收日期 

河钢集团 DAC 智慧营销

平台建设项目 
河钢集团有限公司 24,700,000.00 2019/12/30 

定州市公共安全视频图像

智能应用建设工程一标段

采购项目 

定州市公安局 11,283,920.37 2019/12/19 

合计 35,983,920.37 
 

（四）核查结论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业绩波动与其业务情况和行业变动趋势一致，

不存在跨期确认收入的情况，公司收入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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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关于河钢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挂牌申请文件的补充反馈意见的回复》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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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立先 

 

项目小组成员： 

    

  

                                                                        

    陈立先           王瑞               李纪中               孙一婷 

 

 

              

高雅晴 

 

 

内核负责人：                 

                    柳萌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2020 年 5 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