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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02         证券简称：神州泰岳         公告编号：2017-027 

 

北京神州泰岳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签订重大日常经营性合同的公告 

 

 

 

 

 

北京神州泰岳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神州泰

岳系统集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系统集成公司”）分别与北讯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北讯电信（上海）有限公司、北讯电信（天津）有限公司、北讯电信（深圳）有

限公司、广东北讯电信有限公司（下称“北讯电信及其子公司”）签署了设备采购

协议，上海北讯、天津北讯、深圳北讯、广东北讯均为北讯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全

资子公司，属于同一交易对手方。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同一交易对手方在连续十二个月内签订日常经营合

同累计金额达到154,916.04万元，约占公司2016年度经审计主营业务收入的

53.4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

备忘录第7号：日常经营重大合同》（2017年6月修订）等相关规定，现将合同主

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合同风险提示  

1、本合同存在因公司原因，未能按时、按要求供货或提供服务，导致公司

承担违约的风险。 

2、本合同款项回收分阶段按比例执行，存在货款回收较慢的风险。 

3、合同条款中已对项目管理、双方责任、知识产品和使用权、检验和检测、

交货期限、付款方式、税款、合同变更、不可抗力等事项内容作了明确规定，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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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一）北讯电信（上海）有限公司  

1、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08619671XL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陈岩 

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通信技术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通

信设备（除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的销售，国内甚小口径终端地球站

（VSAT）通信业务；无线数据传送业务；呼叫中心业务；因特网接入服务业务；

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泰谷路88号6层654室 

2、上海北讯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  

3、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公司向上海北讯销售产品金额合计2,641.00万元；最

近三个会计年度，公司未向上海北讯采购产品。  

4、履约能力分析：公司认为上海北讯具有较强的资金实力，具有较强的履

约能力，履约风险较小。  

（二）北讯电信（天津）有限公司 

1、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名称：北讯电信（天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2596131203A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陈岩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通信技术的开发、转让、咨询、服务；通信设备的批发兼零售；

天津市范围内：第二类基础电信业务中的国内甚小口径终端地球站（VSAT）通

信业务、无线数据传送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呼叫中心业务、信息服务

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因特网接入服务业务；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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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技术防范系统工程设计、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镇聚兴道7号1号楼503-6  

2、天津北讯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  

3、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公司向天津北讯销售产品金额合计2,239.84万元；最

近三个会计年度，公司未向天津北讯采购产品。 

4、履约能力分析：公司认为天津北讯具有较强的资金实力，具有较强的履

约能力，履约风险较小。  

（三）北讯电信（深圳）有限公司 

1、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名称：北讯电信(深圳）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05958949A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陈岩： 

注册资本：13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从事信息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通信

设备；第二类基础电信业务中的国内甚小口径终端地球站(VSAT)通信业务、无

线数据传送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呼叫中心业务、因特网接入服务业务、

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1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

务秘书有限公司） 

2、深圳北讯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  

3、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公司向深圳北讯销售产品金额合计1,971.60万元；最

近三个会计年度，公司未向深圳北讯采购产品。  

4、履约能力分析：公司认为深圳北讯具有较强的资金实力，具有较强的履

约能力，履约风险较小。  

（四）广东北讯电信有限公司 

1、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名称：广东北讯电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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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304324047B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陈岩 

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研究、开发；通信设备零售；通信工

程设计服务；跨地区增值电信服务（业务种类以《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载

明内容为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广州市番禺区东艺路139号14栋（A-14）201房 

2、广东北讯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  

3、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公司向广东北讯销售产品金额合计1,597.20万元；最

近三个会计年度，公司未向广东北讯采购产品。  

4、履约能力分析：公司认为广东电信具有较强的资金实力，具有较强的履

约能力，履约风险较小。  

（五）北讯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1、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名称：北讯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30255482321XN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陈岩 

注册资本：47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

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电子公告

服务（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9年08月19日）；第二类基础电信业

务中的国内甚小口径终端地球站通信业务；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互联网接入

服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国内多方通信服务业务、国内呼叫中心业务、

信息服务业务(不含互联网信息服务）；无线数据传送业务（电信企业许可证有

效期至2020年07月07日）；通信技术推广、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销售通信设备；租赁通信设备。（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

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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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住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万源街22号1栋3层 

2、北讯电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  

3、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公司向北讯电信销售产品金额合计9,099.25万元；最

近三个会计年度，公司未向北讯电信采购产品。  

4、履约能力分析：公司认为北讯电信具有较强的资金实力，具有较强的履

约能力，履约风险较小。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签约时间、签约方、价格及标的范围详见附件1。 

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与上海北讯签订合同总金额为55,656.48万元，占公司 

2016度经审计主营业务收入的19.19%；与深圳北讯签订合同总金额为186万元，

占公司2016年度经审计主营业务收入的0.06%；与天津北讯签订合同总金额为

51,525.36万元，占公司2016年度经审计主营业务收入的17.77%；与广东北讯签订

合同总金额为46,859.34万元，占公司2016年度经审计主营业务收入的16.16%；与

北讯电信签订合同总金额为688.86万元，占公司2016年度经审计主营业务收入的

0.24%。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与北讯电信及其子公司签订合同累计金

额达到154,916.04万元，约占公司2016年度经审计主营业务收入的53.41%。 

2、付款方式：按预付款、发货款、验收款等阶段分期付款。 

3、系统集成公司根据合同内容，向买方提供包括宽带无线网基站、接入层

PTN设备等第三方采购设备货物。 

4、系统集成公司就合同货物向买方提供专业的技术顾问服务，如（1）根据

买方的要求，就供货货物向买方提出关于配置、部署、集成等方面的优化建议。

（2）在买方需要时，系统集成公司联系具有该产品原厂商相关专业认证工程师

资格的安装调试人员。（3）在买方认为需要时，系统集成公司向买方指派的项

目负责人提供与项目有关的且不属于系统集成公司、生产厂商及第三方保密信息

的技术标准、设计文件、图纸、工艺文件和试验报告等，以及该项目负责人所要

求的不属于系统集成公司、生产厂商及第三方保密信息的其他资料。 



 

6 

 

5、合同生效条件：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各方公

章后生效。  

6、运输：系统集成公司负责办理将货物运抵合同规定的交货地点的一切运

输事项，相关费用应包括在合同总价中。 

7、索赔：如果系统集成公司对货物质量瑕疵负有责任，而买方在本合同相

关条款规定的检验、安装、调试、验收和质量保证期内提出了索赔，系统集成公

司应负责更换为符合合同规定的规格、质量和性能要求的货物并承担由此产生的

费用。同时，系统集成公司应相应延长所更换货物的质量保证期。 

8、交货期限：系统集成公司应于合同签订生效后 90 日内具备全部交货能力，

买方可以要求系统集成公司一次交货或分批交货；买方应于系统集成公司交货前

15 天书面通知系统集成公司该批交货的数量和具体交货地点及负责收货人员的

信息。 

9、违约责任：合同履行期内，任何一方擅自解除本合同，应向对方支付合

同总价的百分之二十（20%）的违约金。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连续十二个月内与同一交易对手方签订合同累计金额为154,916.04万

元，约占公司2016年度经审计主营业务收入的53.41%。本次合同为日常经营合同，

本合同的签订与履行对公司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

而形成业务依赖。本合同的签订对公司今后接洽同类型的项目，具有良好的示范

效应，合同签订证明了公司系统集成业务领域的领先竞争力，广泛得到客户认可，

本次合同的签署，对于公司的利润会有一定贡献作用。 

 

五、合同审议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合同属于公司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合同总金额占公司2016年度经审计主营业务收入未达100%

以上，不需要经过董事会审议，亦无需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六、其他相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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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披露合同涉及的各项后续事宜，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和本公

司章程等制度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系统集成公司分别与北讯电信及其子公司签署的《设备采购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神州泰岳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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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合同签署信息 

签署时间 交易对方名称 
合同金额

（万元） 
合同标的 

2016-06 北讯电信（上海）有限公司 748.00 
北讯电信（上海）有限公司多媒体数字

终端采购 

2016-06 北讯电信（天津）有限公司 19.84 
北讯电信(天津）有限公司简易型电视

高清会议终端采购 

2016-06 北讯电信(深圳）有限公司 62.00 
北讯电信（深圳）有限公司简易型电视

高清会议终端采购 

2016-07 北讯电信（上海）有限公司 440.00 
北讯电信(上海）有限公司多媒体终端

采购 

2016-07 北讯电信（天津）有限公司 220.00 
北讯电信(天津）有限公司多媒体终端

采购 

2016-07 广东北讯电信有限公司 440.00 
广东北讯电信有限公司多媒体终端采

购 

2016-07 北讯电信(深圳）有限公司 124.00 
北讯电信(深圳）有限公司简易型电视

高清会议终端采购 

2016-08 北讯电信（上海）有限公司 88.00 
北讯电信(上海）有限公司多媒体数字

终端采购 

2016-09 北讯电信（上海）有限公司 396.00 
北讯电信(上海）有限公司多媒体数字

终端采购 

2016-09 北讯电信（天津）有限公司 264.00 
北讯电信(天津）有限公司多媒体数字

终端采购 

2016-11 北讯电信（天津）有限公司 396.00 
北讯电信(天津）有限公司多媒体数字

终端采购 

2016-11 北讯电信（上海）有限公司 660.00 
北讯电信(上海）有限公司多媒体终端

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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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 北讯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23.31 
北讯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华为会议终端

产品采购 

2017-02 北讯电信（上海）有限公司 176.00 
北讯电信(上海）有限公司多媒体数字

终端采购 

2017-02 北讯电信（天津）有限公司 220.00 
北讯电信(天津）有限公司多媒体数字

终端采购 

2017-03 北讯电信（上海）有限公司 264.00 
北讯电信(上海）有限公司多媒体终端

购销合同书 

2017-03 广东北讯电信有限公司 352.00 
广东北讯电信有限公司多媒体数字终

端采购 

2017-05 北讯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665.55 
北讯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中兴多媒体终

端采购 

2017-06 北讯电信（天津）有限公司 5,371.08 

北讯电信(天津)有限公司天津无线移

动宽带数据通信系统无线网项目设备

采购 

2017-06 北讯电信（天津）有限公司 6,610.56 

北讯电信(天津)有限公司天津无线移

动宽带数据通信系统无线网项目设备

采购 

2017-06 北讯电信（天津）有限公司 4,751.34 

北讯电信(天津)有限公司天津无线移

动宽带数据通信系统无线网项目设备

采购 

2017-06 北讯电信（天津）有限公司 5,990.82 

北讯电信(天津)有限公司天津无线移

动宽带数据通信系统无线网项目设备

采购 

2017-06 广东北讯电信有限公司 7,850.04 
广东北讯电信有限公司广东无线移动

宽带数据通信系统无线网项目采购 

2017-06 广东北讯电信有限公司 8,263.20 
广东北讯电信有限公司广东无线移动

宽带数据通信系统无线网项目采购 

2017-06 广东北讯电信有限公司 7,230.30 
广东北讯电信有限公司广东无线移动

宽带数据通信系统无线网项目采购 

2017-06 广东北讯电信有限公司 5,577.66 
广东北讯电信有限公司广东无线移动

宽带数据通信系统无线网项目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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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 广东北讯电信有限公司 4,751.34 
广东北讯电信有限公司广东无线移动

宽带数据通信系统无线网项目采购 

2017-06 广东北讯电信有限公司 4,131.60 
广东北讯电信有限公司广东无线移动

宽带数据通信系统无线网项目采购 

2017-06 广东北讯电信有限公司 4,131.60 
广东北讯电信有限公司广东无线移动

宽带数据通信系统无线网项目采购 

2017-06 广东北讯电信有限公司 4,131.60 
广东北讯电信有限公司广东无线移动

宽带数据通信系统无线网项目采购 

2017-06 北讯电信（上海）有限公司 6,817.14 
北讯电信(上海)有限公司上海无线移

动宽带数据通信系统无线网项目采购 

2017-06 北讯电信（上海）有限公司 6,403.98 
北讯电信(上海)有限公司上海无线移

动宽带数据通信系统无线网项目采购 

2017-06 北讯电信（天津）有限公司 8,263.20 

北讯电信(天津)有限公司天津无线移

动宽带数据通信系统无线网项目设备

采购 

2017-06 北讯电信（上海）有限公司 7,436.88 
北讯电信(上海)有限公司上海无线移

动宽带数据通信系统无线网项目采购 

2017-06 北讯电信（天津）有限公司 3,718.44 

北讯电信(天津)有限公司天津无线移

动宽带数据通信系统无线网项目设备

采购 

2017-06 北讯电信（上海）有限公司 7,436.88 
北讯电信(上海)有限公司上海无线移

动宽带数据通信系统无线网项目采购 

2017-06 北讯电信（上海）有限公司 6,817.14 
北讯电信(上海)有限公司上海无线移

动宽带数据通信系统无线网项目采购 

2017-06 北讯电信（上海）有限公司 6,610.56 
北讯电信(上海)有限公司上海无线移

动宽带数据通信系统无线网项目采购 

2017-06 北讯电信（上海）有限公司 6,197.40 
北讯电信(上海)有限公司上海无线移

动宽带数据通信系统无线网项目采购 

2017-06 北讯电信（上海）有限公司 5,164.50 
北讯电信(上海)有限公司上海无线移

动宽带数据通信系统无线网项目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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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 北讯电信（天津）有限公司 5,784.24 

北讯电信(天津)有限公司天津无线移

动宽带数据通信系统无线网项目设备

采购 

2017-06 北讯电信（天津）有限公司 5,577.66 

北讯电信(天津)有限公司天津无线移

动宽带数据通信系统无线网项目设备

采购 

2017-06 北讯电信（天津）有限公司 4,338.18 

北讯电信(天津)有限公司天津无线移

动宽带数据通信系统无线网项目设备

采购 

合计 154,916.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