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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国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之 

核查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 

国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睿科技”、“上市公司”或“公司”）

于 2018 年 11 月 16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国睿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8】2637 号）

（以下简称“问询函”），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

作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独立财务顾问，就问询函中提及的需独立财务顾问核实的

相关问题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如无特殊说明，本核查意见中简

称与重组预案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问题 1.预案披露，国睿防务成立于 2018 年 9 月，目前尚未取得其主要业务

的相关资质，部分房产和无形资产仍处于划转过程中。请补充披露是否存在无

法按期划转的风险，是否能够按计划取得相关资质，并进行相关的风险提示。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一、问题答复 

（一）资产划转风险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重组资产划转事项尚未取得国家相关主管部门

的批准，国睿防务生产经营所用的房产、设备等固定资产和土地、专利等无形资

产尚处于划转过程中，国睿防务和交易对方正在按照有关规定履行申报和审核程

序。一方面主管部门关于资产划转事项的批准时间存在不确定性，如果资产划转

事项的批准时间较长，则可能影响本次重组的时间进度；另一方面主管部门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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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划转事项的最终批准可能存在不确定性，如果资产划转事项未获批准，将导

致本次重组存在被终止的风险。 

（二）经营资质取得风险 

国睿防务成立于 2018 年 9 月 20 日，主要从事以国际化经营为导向的雷达产

品研制、生产、销售与服务。从事上述业务需要取得相关经营资质，国睿防务拟

在取得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关于资产划转的批准后尽快申请办理相关资质。截至核

查意见出具日，国睿防务尚未取得相关经营资质。主管部门关于国睿防务资质申

请的批准时间存在不确定性，如果资质申请的批准时间较长，则国睿防务的生产

经营活动可能受到影响，进而给本公司经营业绩带来相应风险。 

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已在更新后的重组预案中补充披露资产划

转风险、经营资质取得风险，并进行了相关风险提示。 

问题 2.预案披露，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包括国睿防务、国睿信维和国睿安

泰信三家公司，评估增值率分别为 310%、407%、222%。请补充披露：（1）国

睿信维和国睿安泰信的主要产品类型、主要客户，所在市场的竞争环境；（2）

结合国睿信维和国睿安泰信的上下游情况说明其业务与上市公司及国睿防务之

间是否存在业务、规模等方面的协同效应，评估增值的合理性。请财务顾问发

表意见。 

一、问题答复 

（一）国睿信维和国睿安泰信的主要产品类型、主要客户，所在市场的竞

争环境 

1、国睿信维的主要产品类型、主要客户及所在市场的竞争环境 

（1）主要产品类型 

国睿信维成立于 2010 年，主要从事工业管理软件、工程软件等工业软件的

研发、销售及服务，提供自主软件产品及服务、咨询服务、代理软件产品销售及

系统集成服务。 



3 

国睿信维工业软件包括工业管理软件、工程软件两大类：1）国睿信维工业

管理软件主要包括用于工业企业进行项目执行、质量及供应链管控、经营决策支

持等流程管理的应用系统软件，主要产品如国睿信维集成化研发系统软件

/Glaway IDS，能够提供研发流程建模与运行、计划任务的一体化管理、设计评

审管理、研发质量管理、研发文档结构化管理等功能。2）工程软件主要包括用

于工业产品设计、制造、保障过程中全要素数字化和全流程管理的工具类应用软

件，主要产品如国睿信维集成化三维工艺系统软件/Glaway MPM，能够提供工艺

任务管理、工艺规划 BOM 设计、三维结构化工艺设计、工艺发布，工艺资源管

理，车间现场无纸化等功能。国睿信维工业软件通过提供上述功能，帮助工业企

业改善对市场变化的敏感性和响应速度，提升运营效率和质量，提高创新能力和

市场竞争力。 

（2）主要客户 

国睿信维主要客户包括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大型央企集

团下属科研院所及企业，部分特定用户以及部分轨道交通、汽车、电子高科技、

教育行业的客户等。 

（3）所在市场的竞争环境 

国睿信维所处国内工业软件市场进入门槛较高，市场主要参与主体包括以

法国达索系统公司、西门子工业软件公司、美国参数技术公司为代表的少数国际

厂商，以及部分国内厂商。部分国际厂商在工业软件技术与市场方面具有优势，

而国内厂商在工业软件的一些特定细分领域占有较大市场份额。随着我国对信息

安全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我国工业软件市场有望迎来软件国产化机遇，国内厂

商有望扩大市场份额。近年来，中国工业软件市场保持增长，市场规模逐步扩大。

当前，我国正全面提升智能制造创新能力，加快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

转变，工业软件作为智能制造的重要基础和核心支撑，得到了政府部门的大力支

持，我国工业软件市场前景良好。 

2、国睿安泰信的主要产品类型、主要客户及所在市场的竞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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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要产品类型 

国睿安泰信成立于 2009 年，主要从事电子信息产品的测试与综合保障设备

等产品的研制、生产、销售及服务。 

国睿安泰信主营业务分为智能制造与智慧保障两大方向：1）智能制造领域

以智能测试设备为主，能够对电子信息产品进行电参数测量，实现对电子信息产

品的研制、生产等环节的质量及性能测试，主要产品如射频微波模块综合测试系

统和雷达目标模拟器，射频微波模块综合测试系统可用于雷达研制单位、雷达站

和雷达修理厂对各种设备中功能单元的测试及故障诊断，雷达目标模拟器可模拟

雷达的真实应用环境，实现对雷达整机性能的贯通式检查及评估。2）智慧保障

领域以嵌入式保障模块、基层级保障设备、基地级维修保障产线为主，主要产品

如嵌入式雷达频率源监测保障模块，可以对雷达射频信号进行监测，实现对雷达

使用过程中的重要数据收集和分析，并具有辅助故障诊断功能，为雷达的检测、

维修提供了重要的手段。除上述雷达领域相关产品外，国睿安泰信业务范围还包

括了其他电子信息产品测试保障设备 

（2）主要客户 

国睿安泰信主要客户包括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等大型央企集团下属科研院所及公司，以及部分特定用户等。 

（3）所在市场的竞争环境 

国睿安泰信所处国内电子信息产品测试及保障设备市场进入门槛较高，市

场主要参与主体包括以罗德与施瓦茨公司、是德科技公司、美国国家仪器（NI）

有限公司为代表的少数国际厂商，以及部分国内厂商。部分国际厂商在电子信息

产品测试及保障设备技术与市场方面具有优势，而国内厂商在测试及保障设备的

一些特定细分领域占有较大市场份额。随着国内厂商在电子信息产品测试及保障

设备领域的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国内厂商有望扩大市场份额。电子信息产品智能

测试及保障设备有助于电子信息产品研制、生产及保障过程中人员需求量及成本

的降低以及产品良率提高，从而促进效率提高，在我国全面推进智能制造发展的

背景下，电子信息产品测试及保障设备市场前景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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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睿信维和国睿安泰信与上市公司及国睿防务之间是否存在协同效

应以及评估增值的合理性 

1、国睿信维和国睿安泰信与上市公司及国睿防务之间的协同效应 

国睿信维主要从事工业管理软件、工程软件等工业软件的研发、销售及服

务，国睿安泰信主要从事电子信息产品的测试与综合保障设备等产品的研制、生

产、销售及服务。国睿信维、国睿安泰信在业务、采购、市场等方面与上市公司、

国睿防务具备协同效应，并有助于形成规模效应，具体体现如下： 

（1）业务协同 

本次重组前，上市公司主要从事雷达整机与相关系统、轨道交通系统等产

品研发、规模、生产、调试、销售以及相关服务，其中雷达整机及相关系统主要

为空管雷达、气象雷达、气象应用与服务系统等。国睿防务主要从事以国际化经

营为导向的雷达产品研制、生产、销售与服务。 

本次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将增加以国际化经营为导向的雷达产品研制生

产及销售与服务业务、工业软件业务和电子信息产品测试保障设备业务。国睿信

维所从事的工业管理软件、工程软件等工业软件业务、国睿安泰信所从事的电子

信息产品测试保障设备业务与上市公司核心业务雷达整机及相关系统、国睿防务

以国际化经营为导向的雷达产品在产业上均构成上下游关系，上市公司及国睿防

务将能够根据自身雷达整机及系统制造、研发需求向国睿信维、国睿安泰信进一

步个性化定制工业软件及测试保障设备的功能，并根据客户对雷达整机及系统的

使用需求提供品类及功能更为丰富的测试保障设备，从而提升上市公司和国睿防

务软硬一体化解决方案提供能力及雷达整机及相关系统的研发、生产及销售能

力。国睿信维、国睿安泰信均从事智能制造领域相关业务，通过整合十四所智能

制造板块优质资产，上市公司将加速在智能制造领域的业务拓展。 

（2）采购协同 

上市公司、国睿防务及国睿安泰信采购需求较为广泛，采购范围都涵盖了

电子元器件、外协加工服务、物流服务等，上市公司、国睿防务与国睿安泰信在

采购方面存在协同效应。本次重组有利于巩固和加强上市公司、国睿防务及国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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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泰信与供应商之间长期合作关系，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国睿防务及国睿安泰

信在采购方面的议价能力，提高采购批量，降低采购成本。国睿信维作为工业软

件供应商，能够为上市公司、国睿防务及国睿安泰信提供生产经营过程中所需的

工业软件产品及服务，助力提高经营管理效率。 

（3）市场协同 

一方面，上市公司、国睿防务与国睿信维、国睿安泰信均具有优质客户资

源，且存在一些共同的大型央企集团客户，通过进一步共享市场资源，能够相互

提供业务接口，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本次重组后，上市公司将提

升雷达等高端装备研制能力，并围绕电子领域和信息化、智能化应用方向形成智

能制造解决方案提供能力，为客户提供更加多元综合的装备产品和服务，形成市

场拓展的合力。此外，本次重组能够提升上市公司业务的宽度与深度，从而实现

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市场资源及业务开发的协同效应。 

（4）规模效应 

本次重组有利于上市公司进一步扩大业务规模和资产规模，进一步丰富产

品类型，延伸现有业务产业链，形成更加合理的产业布局，有助于提升重组后的

上市公司整体业务的市场份额和行业地位。随着采购、生产、销售规模的扩大，

上市公司规模效应将得以显现、运营效率得以提升，产品和业务相关的单位固定

成本将有所下降，管理费用、销售费用等期间费用分摊得以优化，从而提升公司

持续盈利能力。 

2、国睿信维和国睿安泰信评估增值的合理性 

本次对国睿信维及国睿安泰信的预估均以 2018 年 9 月 30 日为基准日，以

收益法的预估结果作为预估结论。 

收益法是在企业未来收益预测的基础上计算评估价值的方法，不仅考虑了

各分项资产是否在企业中得到合理和充分利用、组合在一起时是否发挥了其应有

的贡献等因素对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影响，也考虑了企业所享受的各项优惠

政策、运营资质、行业竞争力、公司的品牌效应、管理水平、人力资源、要素协

同作用等因素对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影响。综合对所在市场的竞争环境及企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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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经营情况分析，未来盈利预测的可实现性较高，收益法估值结果有较强支撑。 

国睿信维预估值市盈率 13.21、市净率 5.07，可比上市公司市盈率、市净率

平均值分别为 39.23、3.03，可比交易案例市盈率、市净率平均值分别为 14.46、

4.98。国睿安泰信预估值市盈率 12.73、市净率 3.22，可比上市公司市盈率、市

净率平均值分别为 34.37、2.68，可比交易案例市盈率、市净率平均值分别为 15.60、

4.47。与可比上市公司及可比交易案例价值倍数相比较，国睿信维与国睿安泰信

估值结果总体合理，具体参照重组预案“第五章 交易标的预估作价及定价公允

性”之“四、标的资产的预估值分析”之“（二）国睿信维 95%股权”与“（三）

国睿安泰信 59%股份”。 

预估值较净资产出现增值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国睿信维及国睿安泰信客

户稳定，且行业发展前景良好，具有很好的发展潜力及持续经营能力。两家公司

拥有管理经验、运营经验、服务能力、人力资源、营销渠道、客户群、品牌影响

力等要素，且在其专业上有大量的技术积累经验，这些关键要素产生的协同作用

在企业报表中无法体现。另一方面，由于两家公司具有轻资产特点，部分生产环

节采用外协加工生产，装配、研发及办公场地为租赁取得，且其研发的技术类无

形资产在账面均未体现。从而导致两家公司账面净资产相对较小，预估值较净资

产出现增值。 

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已在更新后的重组预案中补充披露了国

睿信维和国睿安泰信的主要产品类型、主要客户，所在市场的竞争环境。国睿信

维、国睿安泰信在业务、采购、市场等方面与上市公司、国睿防务具备协同效应，

并有助于形成规模效应。国睿信维与国睿安泰信的评估增值合理，预估值较净资

产出现增值主要由于两家公司具有很好的发展潜力及持续经营能力。 

问题 3.预案披露，国睿防务 2018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80,243.51 万元，

实现净利润 13,972.83 万元；国睿安泰信 2018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6,792.24

万元，实现净利润 212.80 万元。请补充披露：（1）上述两家公司 2018 年前三季

度业绩相比以前年度同期的变动情况及原因；（2）结合两家公司的业务模式和

收入确认，说明上述两家公司业绩是否存在明显的季节性特征。请财务顾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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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发表意见。 

一、问题答复 

（一）国睿防务 2018 年前三季度业绩相比以前年度同期的变动情况及原

因；结合国睿防务的业务模式和收入确认，说明国睿防务业绩是否存在明显的

季节性特征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 1-9 月 2016 年 1-9 月 

金额 占全年比例 金额 占全年比例 金额 占全年比例 

营业收入 80,243.51 53.71% 100,492.95 52.60% 182,678.91 71.66% 

净利润 13,972.83 51.53% 17,296.08 39.37% 43,125.04 73.95% 

注：表中的数据为国睿防务未经审计的模拟数据，其中 2018 年 1-9 月营业收入和净利

润占全年比例为当期营业收入占全年预估收入和当期净利润占全年预估净利润的比例。 

国睿防务 2016 年 1-9 月、2017 年 1-9 月和 2018 年 1-9 月营业收入占全年营

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71.66%、52.60%和 53.71%，经营业绩存在一定的季节性特

征，主要原因是国睿防务雷达产品通常下半年生产投入较多，按照完工百分比确

认的收入相对较多。 

2018 年 1-9 月营业收入和净利润较 2016 年、2017 年同期均有所下降，主要

原因是前期基数较高，前期基数较高主要是受“十二五”规划末期下游客户阶段

性采购高峰的影响，该影响持续到 2017 年度基本结束，因此 2018 年 1-9 月经营

业绩较前期高点有所回落。根据在手订单及市场情况预测，后续年度经营业绩将

实现逐步增长。 

2、关于国睿防务业绩的季节性特征的分析 

国睿防务主要从事以国际化经营为导向的雷达产品研制、生产、销售与服

务。销售包括出口和内销两种方式，生产为面向订单的生产模式，获得客户订单

后即开始启动研制和生产。国睿防务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5 号——建造合同》

进行收入确认，合同完工进度按累计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占合同预计总成本的比

例进行确定。国睿防务雷达产品通常下半年生产投入较多，按照完工百分比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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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入相对较多，因此国睿防务经营业绩存在一定的季节性特征。 

（二）国睿安泰信 2018 年前三季度业绩相比以前年度同期的变动情况及原

因；结合国睿安泰信的业务模式和收入确认，说明国睿安泰信业绩是否存在明

显的季节性特征 

1、国睿安泰信 2018 年前三季度业绩与以前年度同期的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 1-9 月 2016 年 1-9 月 

金额 占全年比例 金额 占全年比例 金额 占全年比例 

营业收入 6,792.24 35.11% 12,931.34 82.93% 11,692.78 66.81% 

净利润 212.80 15.60% 918.58 125.81% 619.08 78.02% 

注：表中数据为国睿安泰信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其中 2018 年 1-9 月营业收入和净利

润占全年比例为当期营业收入占全年预估收入和当期净利润占全年预估净利润的比例。 

国睿安泰信业绩变动主要受业务订单以及产品交付波动的影响，由于 2017

年下半年至今下游行业的相关调整导致部分项目履行周期延长，未能在合同约定

履行期内完成产品交付，因而导致 2018 年前三季度业绩较以前年度同期有所减

少。2017 年前三季度业绩占全年比例较高，主要源于 2016 年订单较多，并于 2017

年前三季度交付相对较多所致。 

2、关于国睿安泰信业绩的季节性特征的分析 

国睿安泰信主要从事电子信息产品的测试与综合保障设备等产品的研制、

生产、销售及服务。国睿安泰信的生产模式主要分为面向订单的生产模式和备货

式生产模式。其中，定制化产品采用面向订单的生产模式，货架类产品主要采用

备货式生产模式。国睿安泰信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进行收入

确认，具体以电子信息产品的测试与综合保障设备已交付客户并完成最终验收作

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必要条件。国睿安泰信客户对产品的需求及合同签署不存在明

显的季节性特征，因此国睿安泰信业绩不存在明显的季节性特征，业绩变动主要

受业务订单以及产品交付波动的影响。 

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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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国睿防务、国睿安泰信 2018 年前三季度业绩

相比以前年度同期的变动情况具有合理的原因，从业务模式和收入确认来看，国

睿防务经营业绩呈现一定的季节性特征，国睿安泰信经营业绩不存在明显的季节

性特征。 

问题 4.预案在主要财务数据中仅披露了总资产、所有者权益、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和净利润，请按照主要财务指标的范围，补充披露相关数据。请财务

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一、问题答复 

（一）国睿防务最近两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最近两年及一期，国睿防务未经审计的主要模拟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136,045.15 323,397.62 293,888.04 

非流动资产 39,370.46 40,642.87 42,249.43 

总资产 175,415.61 364,040.49 336,137.47 

流动负债 24,576.62 217,965.74 190,062.72 

非流动负债 - - - 

负债合计 24,576.62 217,965.74 190,062.72 

所有者权益 150,838.99 146,074.75 146,074.75 

项目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 2016 年 

营业收入 80,243.51 191,373.19 254,925.10 

营业成本 55,341.63 122,203.79 166,855.90 

营业利润 18,002.83 57,982.55 76,583.94 

利润总额 18,002.83 57,982.55 76,583.94 

净利润 13,972.83 44,259.32 58,314.2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3,972.83 44,259.32 58,314.22 

财务指标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资产负债率 14.01% 59.87% 56.54% 

毛利率 31.03% 36.14% 3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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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率 17.41% 23.13% 22.88% 

注：国睿防务未编制现金流表，主要原因是国睿防务于 2018 年 9 月新设成立，拟通过

资产划转方式承接以国际化经营为导向的雷达业务对应的资产、负债，国睿防务资产负债表

及利润表系根据该项业务的历史运营状况进行模拟编制，由于该项业务历史运营过程中没有

单独的资金账户归集对应的现金收支，故未编制模拟现金流量表。 

主要财务指标变动原因： 

1、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 

国睿防务 2018 年 9 月 30 日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较 2017 年末和 2016 年末

降幅较大，主要是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的变动。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的变动原因

是 2018 年 9 月 30 日的资产负债情况系在资产划转方案基础上编制，资产划转方

案中未包含截至划转基准日 2018 年 6 月 30 日已完成合同对应的应收账款，以及

对应的应付账款。应收账款及对应的应付账款未划转是因为应收账款系已完成的

合同形成的收款权利，资产划转涉及的债权债务转移在操作中存在一定困难，故

未纳入划转资产范围，不会影响国睿防务正常经营和资金周转。 

2、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和净利润 

2018 年 1-9 月营业收入和净利润较 2016 年、2017 年同期均有所下降，主要

原因是前期基数较高，前期基数较高主要是受“十二五”规划末期下游客户阶段

性采购高峰的影响，该影响持续到 2017 年度基本结束，因此 2018 年 1-9 月经营

业绩较前期高点有所回落。根据在手订单及市场情况预测，后续年度经营业绩将

实现逐步增长。 

（二）国睿信维最近两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最近两年及一期，国睿信维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19,703.35 19,947.19 18,924.82 

非流动资产 721.76 727.29 604.64 

总资产 20,425.11 20,674.48 19,52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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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负债 9,375.94 10,499.21 11,452.83 

非流动负债 - - - 

负债合计 9,375.94 10,499.21 11,452.83 

所有者权益 11,049.18 10,175.27 8,076.64 

项目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 2016 年 

营业收入 13,315.69 22,869.85 19,480.02 

营业成本 8,043.11 13,602.50 10,981.27 

营业利润 1,783.08 2,348.05 2,293.52 

利润总额 1,853.60 2,305.22 2,342.83 

净利润 1,807.75 1,829.53 1,964.6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747.81   1,713.58   1,922.76  

经营活动产生现金

流量净额 
-3,809.02   4,308.25  -403.09  

财务指标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资产负债率 45.90% 50.78% 58.64% 

毛利率 39.60% 40.52% 43.63% 

净利率 13.58% 8.00% 10.09% 

2016 年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为-403.09 万元，主要原因为受客户未及时支付

货款的影响导致经营活动现金流入金额减少。2018 年 1-9 月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

额为-3,809.02 万元，主要受未完工项目对应的尚未收款金额较大的影响。 

（三）国睿安泰信最近两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最近两年及一期，国睿安泰信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16,690.12 18,779.25 16,673.18 

非流动资产 590.92 674.68 769.71 

总资产 17,281.04 19,453.93 17,442.89 

流动负债 10,642.28 12,973.79 11,356.19 

非流动负债 - 54.18 - 

负债合计 10,642.28 13,027.97 11,35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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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权益 6,638.76 6,425.96 6,086.70 

项目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 2016 年 

营业收入 6,792.24 15,592.83 17,500.75 

营业成本 4,868.28 11,614.72 13,186.17 

营业利润 295.74 916.43 831.63 

利润总额 295.74 918.43 840.04 

净利润 212.80 727.74 793.4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12.80 726.04 786.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652.39 875.62 822.07 

财务指标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资产负债率 61.58% 66.97% 65.10% 

毛利率 28.33% 25.51% 24.65% 

净利率 3.13% 4.67% 4.53% 

每股收益 0.07 0.24 0.26 

2018 年 1-9 月营业收入和净利润规模相对较少，主要是受 2018 年业务订单

以及产品交付波动的影响。2017 年下半年以来受下游行业的影响部分项目履行

周期延长，未能在合同约定履行期内完成产品交付，导致 2018 年前三季度业绩

较以前年度有所下降。2018 年 1-9 月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为-1,652.39 万元，主

要是特定用户未及时支付货款导致经营活动现金流入金额减少。 

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已在更新后的重组预案中补充披露了标

的公司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此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

国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之核查

意见》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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