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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66         证券简称：中国长城        公告编号：2018-102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订的仅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公司与合作方合作意向、合作方

向和合作范畴的初步洽谈结果，后续是否能最终达成具体合作项目及业务进度均

存在不确定性。实际业务合作须以公司与各方签订的具体合作业务协议为准，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订对公司的具体影响需取决于公司与合作方后续

签署及实施的具体项目及合同执行情况，目前难以预测；但如最终能顺利开展合

作，将对公司未来的业务发展和业绩带来正面影响。 

 

一、概况 

为了发展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产业，更好利用各自优势资源，共同打造基于国

产软硬件生态体系，推进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产业发展，本着互惠互利、长期合作、

共同发展的原则，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长城”或“公司”）

及下属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28 日分别与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中

电国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深圳云天励飞技术有限公司、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星环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创智和宇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神

州云联科技有限公司、湖南雨人网络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长沙景嘉微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融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长沙富格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长沙

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102号公告 

第2页 共7页 

（一）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向平 

3、注册资本：人民币 11,176.4668 万元 

4、主营业务：集成电路的设计、产品开发、生产及销售；电子产品、软件

产品技术开发、生产、销售、相关技术服务及以上商品进出口贸易。 

5、住   所：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泉塘街道东十路南段 9 号 

6、与本公司关联的关系：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深圳中电国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宋健 

3、注册资本：人民币 56,992.5073 万元 

4、主营业务：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光电产品、半导体、太阳能产品、

仪表配件、数字电视播放产品及通讯产品的技术开发与销售；电子产品的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信息技术的开发；计算机、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企业管理

咨询；在网上从事商务活动及咨询业务；从事广告业务。 

5、住   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 

6、与本公司关联的关系：深圳中电国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为本公司实际

控制人的控股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第二项规定的

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深圳云天励飞技术有限公司 

1、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陈宁 

3、注册资本：人民币 794.3788 万元 

4、主营业务：计算机数据库，计算机系统分析；提供计算机技术服务；网

络商务服务、数据库服务、数据库管理；从事信息技术、电子产品、生物技术、

化工产品、建筑建材、机械设备等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

术转让；计算机编程；计算机软件设计；计算机及相关设备的销售；信息系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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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从事货物、技术进出口业务；芯片的设计、研发、生产、测试、加工、销售、

咨询及技术服务。 

5、住   所：深圳市龙岗区园山街道龙岗大道 8288 号深圳大运软件小镇 17

栋 1 楼 

6、与本公司关联的关系：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何朝曦 

3、注册资本：人民币 40,313.30 万元 

4、主营业务：计算机软硬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网络产

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以及相关技术咨询；

货物及技术的出口；为内部机构提供仓储服务。 

5、住   所：深圳市南山区学苑大道 1001 号南山智园 A1 栋一层 

6、与本公司关联的关系：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星环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1、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孙元浩 

3、注册资本：人民币 6,806.7566 万元 

4、主营业务：计算机信息科技、计算机网络科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计算机软件的开发、设计、制作，计算

机软硬件的销售，计算机网络工程设计施工，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5、住   所：上海市徐汇区虹漕路 88 号 B 栋 11-12 楼 

6、与本公司关联的关系：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六）创智和宇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伍千虎 

3、注册资本：人民币 7,500.00 万元 

4、主营业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软件开发；软件技术转让；互联网信息

技术咨询；软件技术服务；计算机网络平台的建设与开发；人脸识别系统的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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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集成系统建设、维护、运营、租赁；室内分布系统建设、维护、运营、租赁；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计算机软件、计算机辅助设备、计算

机外围设备、计算机应用电子设备、磁卡、智能卡、计算机、通信设备、通用仪

器仪表、机电产品的销售；移动互联网研发和维护；广告设计；广告制作服务、

国内代理服务、发布服务。 

5、住   所：长沙高新开发区欣盛路 159 号 

6、与本公司关联的关系：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七）北京神州云联科技有限公司 

1、公司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杨旭钧 

3、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 

4、主营业务：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5、住   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甲 13 号院 1 号楼 21 层 1-2102 

6、与本公司关联的关系：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八）湖南雨人网络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邓庭波 

3、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0 万元 

4、主营业务：网络技术的研发；计算机网络平台的开发及建设；信息系统

集成服务；软件技术服务；应用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电子产品生产；

电力信息系统的设计、开发、维护；基于位置的信息系统集成；第二类增值电信

业务中的呼叫中心业务、信息服务业务；安全培训；教育咨询；安全咨询；计算

机数据处理；引进新技术、新品种，开展技术培训、技术交流和咨询服务；移动

互联网研发和维护；通信设备、计算机应用电子设备的制造；通信设备、计算机

辅助设备、计算机应用电子设备的销售。 

5、住   所：长沙高新开发区岳麓西大道 588 号长沙芯城科技园 6 栋 10 楼

1004 号 

6、与本公司关联的关系：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九）长沙景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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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曾万辉 

3、注册资本：人民币 27,080.91 万元 

4、主营业务：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的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及其相关

的技术服务，集成电路设计，微电子产品的研究、开发。 

5、住   所：长沙高新开发区麓谷麓景路 2 号 

6、与本公司关联的关系：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十）上海融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刘彬 

3、注册资本：人民币 4,200.00 万元 

4、主营业务：从事信息及网络科技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转让，计算机及配件、照明电器、通讯设备、电子产品、酒店用品的销

售，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销售，计算机系统，室内装潢，展览展示服务，企业

管理咨询、商务咨询。 

5、住   所：上海市闵行区紫东路 58 号第 3 幢 5 层 519 室 

6、与本公司关联的关系：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十一）长沙富格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郑蕾 

3、注册资本：人民币 454.545 万元 

4、主营业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软件技术服务；电子商务平台的开发建

设；计算机网络平台的开发及建设；软件开发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信息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网络集成系统建设、维护、运营、租赁；软件零售；

人脸识别系统、积分管理软件的研发；支撑软件、应用软件的开发。 

5、住   所：长沙高新开发区尖山路 39 号长沙中电软件园有限公司总部大

楼 A890 室 

6、与本公司关联的关系：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十二）长沙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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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合作内容 

公司与各方经深入讨论和友好协商，充分利用各自优势，以市场带动研发和

适配，聚集资源，共同推进网络安全产业能力提升。将在国产软硬件、信息安全、

大数据、人工智能、芯片、存储等领域进行合作，推动合作领域的生态应用、平

台业务的创新升级和成果孵化，提升市场拓展效率，创造更大的商业价值。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认为，此次系列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是合作方对公司基于国产软

硬件生态体系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的认可，进一步丰富了信息安全产业链条，带

动业界更多企业协同攻关，充分发挥技术优势、资源优势、市场优势，合力推进

信息安全产业核心技术突破和生态圈建设向高端发展和广度延伸。符合公司战略

发展规划，有助于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对公司未来市场开拓、新业务的发展

产生积极影响。 

2、本次战略合作协议仅对合作方向做出框架性约定，对公司具体业务的影

响与协同效应将取决于后续签署及实施的具体项目及合同执行情况。 

3、本次合作，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本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双方合作而

对合作方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表明了公司与合作方对开展合作的意向，将根

据合作事项另行签订具体业务合作协议，实施和进度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六、合同的审议程序 

本次签署的为公司与合作方合作意愿的战略框架性协议，除深圳中电国际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已履行董事会审议程序外，其余无需提交公司董事

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所涉及的具体合作事宜若需另行签订相关合作合同，公司将

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

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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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备查文件 

《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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