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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米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依米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依米康”）于 2019 年 12

月 2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依米康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19〕第 280 号，以下简称《关注

函》）。收到该函后，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及时组织相关人员认真落实函件

要求并及时回复，现将有关问题回复公告如下： 

问题 1. 你公司在《公告》中称，本次签署的协议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不涉及具体金额，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也无需相关部门审批

或备案。请说明本次信息披露是否属于相关规则规定的应披露事项，如是，请

说明具体依据；如否，请说明披露的具体原因，你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标

准，以及在自愿性信息披露上是否保持一致性原则，是否存在选择性信息披露

的情形。 

公司回复： 

公司与深圳腾龙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龙控股”）签署《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有关，基于腾龙控股的业务、融资规模及其

合作方的实力，公司认为本次战略协议的签署将对公司未来业绩产生积极影

响，公司对腾龙控股集团数据中心投资主体腾龙数据（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腾龙数据”）应收账款余额约 22,985.76 万元，截止 2019 年三季

度末，公司计提腾龙数据坏账准备约 1,516.81 万元，受益于腾龙控股集团 A 轮

成功融资，将对腾龙数据应收账款的回收产生积极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1 条、7.2 条、7.3 条、11.11.6 条，《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5.1.1 条、5.1.2 条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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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上市公司签署涉

及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框架协议，应当按照《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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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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 43 号：上市签订战略框架（合作）协议的公

告格式》披露框架协议相关内容，待签署正式合同后再按照本备忘录的要求进

行披露。”的规定，公司与腾龙控股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属于相关规则规

定的应披露事项。 

问题 2. 《公告》显示，腾龙控股成立于 2016 年 5 月 3 日（腾龙集团成立

于 2015 年 11 月），注册资本为 500 万元人民币。腾龙控股于 2019 年 11 月 28

日与包括摩根士丹利亚洲、中国南山集团、开元城市发展基金、海通恒信、华

能景顺罗斯等在内的多家投资机构达成合作意向，腾龙控股 A 轮融资签约金额

高达 260 亿元，为 IDC 行业最高融资额。 

请说明腾龙控股与上述投资机构达成的合作意向是否为正式的投资协议，

你公司是否对腾龙控股未来 3-5 年机电设备投资总额不低于 200 亿元人民币的

可实现性进行核实，协议中提及腾龙控股未来 3-5 年机电设备投资总额的目

的，相关投资计划是否属于具有约束性的协议条款，你公司对上述相关内容的

披露是否存在误导性陈述。 

公司回复： 

经与腾龙控股方确认：腾龙控股集团与上述机构达成的合作意向和投资协

议均为真实的。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中提到的腾龙控股预计未来 3-5 年的机电设备投资

总额不低于 200 亿元人民币，此投资额为腾龙控股自身发展规划，其内部已进

行过可行性研究。根据腾龙控股集团公开资料显示的腾龙数据中心发展规划和

布局以及公司与腾龙控股合作经验判断，再结合腾龙控股集团新获得的 260 亿

元的融资规模及其合作方实力，公司据此认为腾龙控股未来 3-5 年机电设备投

资总额不低于 200 亿元人民币投资具有可实现性。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合作背景”中提到腾龙控股 3-5 年的机电设备投

资总额，系基于表述合作对方本次战略合作的背景、前景及大致规模，此投资

金额不属于具有约束性的协议条款，且不构成腾龙控股对本次战略合作的投资

金额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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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中明确了双方的合作方式及合作机制：公司未来将

作为腾龙控股及其子公司在数据中心总承包业务、精密空调和软件业务的优选

合作商。且对于《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所约定的合作项目，双方同意落实到具

体项目后，签署正式总承包合同，约定具体结算方式及双方权利义务。截止目

前，公司尚未与腾龙控股针对具体项目签署具体的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合作的

项目、合作金额、合作内容存在不确定性，对未来业绩的影响需视具体项目的

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公司已在公告中向投资者提示了重大风险，故公司认为

对相关内容的披露不存在误导性陈述。 

问题 3. 你公司与腾龙控股是否已就具体项目合作达成一致，结合合作模

式说明你公司与腾龙控股的业务合作规模与其机电设备投资规模的具体关系，

以及《公告》中提及签订协议将对公司未来年度业绩产生积极影响的具体依据

及具体体现。 

公司回复： 

公司 2019 年 11 月 28 日与腾龙控股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中明确合

作机制为“对于本框架协议所约定的合作项目，甲乙双方同意落实到具体项目

后，签署正式总承包合同，约定具体结算方式及双方权利义务。”截止本公告披

露日，公司尚未与腾龙控股就具体项目达成具体的合作协议。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中明确的“合作方式”为：依米康作为腾龙优选承包

商，为腾龙及其子公司数据中心项目提供总承包服务；依米康作为腾龙优选的

精密空调和软件品牌，为腾龙控股集团及其子公司优选合作品牌。 

腾龙控股数据中心机电投资建设中所需的总包服务、精密空调及软件产

品，与公司能够提供的业务完全匹配，故公司与腾龙控股的业务合作规模与其

机电设备投资规模呈正向相关，基于腾龙控股的融资规模以及合作方实力，结

合腾龙控股储备的全国核心数据中心可建资源，公司作为其优选战略合作伙伴

之一，在未来将承接其部分业务合作，但公司并非腾龙控股机电投资建设的唯

一供应商，因此未来公司在其总投资规模中获得的具体份额并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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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据中心行业的快速发展及公司自身良好经营的背景，公司 2017 年进

行战略转型，以数据中心承建为主的系统集成类业务实现了大幅增长，信息数

据领域业务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金额 同比增长 金额 同比增长 金额 

信息数据领域主营业务收入 102,456.87 14.98% 89,111.14 89.38% 47,055.05 

信息数据领域净利润  5,461.19 -30.82% 7,894.01 360.09% 1,715.76 

合并净利润  3,726.87 -57.57% 8,783.64 123.79% 3,924.96 

信息数据领域净利润占合并

净利润比例  
146.54% 89.87% 43.71% 

如上表所示，公司信息数据领域（含系统集成业务及与之相关的设备、软

件产品及服务）业务收入在 2016 年-2018 年期间逐年增长，对公司利润贡献占

比逐年上升，因此如果未来腾龙控股投资计划的逐步实施也会带动公司总承

包、精密空调和软件业务的收入增长，继而推动公司业绩提升。截至目前，公

司对腾龙数据应收账款余额约 22,985.76 万元，截止 2019 年三季度末，公司计

提腾龙数据坏账准备约 1,516.81 万元。受益于腾龙控股集团 A 轮成功融资，将

对腾龙数据应收账款的回收产生积极影响，同时在未来双方业务合作过程中可

能因垫资减少，从而改善公司现金流状况，继而提升公司的经营能力。 

综上所述，公司承接大型数据中心的总包业务能够拉动公司业绩的同步提

升。基于腾龙控股目前的数据中心建设规模及融资实力，并参考公司前期与腾

龙在大型数据中心建设的业务合作，公司认为未来如根据具体项目落实到具体

协议的签署，将对公司未来年度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具体影响需视具体项目的

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 

问题 4. 你公司与腾龙数据和腾龙两江签署合同的执行情况及对你公司业

绩的影响，相关合同的进展是否符合预期。 

公司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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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任少龙先生实际控制的腾龙数据中心投资主体腾龙数据、腾龙两江

（重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龙两江”）签署的有关合同执行及进展、对

公司业绩影响情况如下： 

1、与腾龙数据签署《房屋租赁合同》 

2017 年 1 月 1 日，公司全资孙公司华延芯光（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延芯光”）与腾龙数据签署《房屋租赁合同》，租赁期限为 20 年。腾龙

数据租赁该房屋仅限于投资建设腾龙产业化项目（下述腾龙亦庄数据云服务项

目）。 

华延芯光历年确认的房屋租赁及物业管理收入情况如下： 

项目 2019年1-9月 2018年 2017年 

含税收入（万元） 1,538.77 2,115.56 1,801.87 

注：上述数据不含水费、电费。  

截止目前，华延芯光应收腾龙数据账款余额约 5,150.42 万元，截止 2019 年

三季度末计提腾龙数据坏账准备约 455.48 万元。 

2、与腾龙数据签署《腾龙亦庄数据云服务项目项目总包合同》 

2017 年 3 月，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桑瑞思环境技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桑瑞思”）与腾龙数据签署《腾龙亦庄数据云服务项目项目总包合同》，约

定桑瑞思承接腾龙亦庄数据云服务项目（以下简称“腾龙亦庄项目”），合同总

金额为 5.80 亿元。项目分三期建设，其中第一期工程金额为 2.7760 亿元，第二

期工程金额为 1.9440 亿元，第三期工程金额为 1.0800 亿元（由于工程项目建设

期间不可避免的存在变更的情况，实际金额以最终结算为准）。 

项目实际建设过程中，存在变更、延期等情况，未能完全按照协议约定开

展，公司与腾龙数据业务合作的实际历程如下所示： 

时间 事项 

2017 年 3 月  
公司全资子公司桑瑞思与腾龙数据签署《腾龙亦庄数据云服务项目项目总

包合同》，该项目是公司首个大型数据中心总包项目，具有战略意义  

2017 年 9 月  项目建设正式开工  

2017 年 12 月  第一期工程完工，确认收入 22,004.61 万元  

2018 年 9 月  第二期工程完工，确认收入 19,615.49 万元  

其他  
目前，一、二期已交付最终客户阿里巴巴使用。腾龙数据基于最终客户的

订单需求以及北京地区相关政府部门的规划建设、电力、能评等批文取得



证券代码：300249           证券简称：依米康 公告编号：2019-099 

6 

情况，适时开展第三期建设。  

截至目前，腾龙亦庄项目合同金额尚未结清，桑瑞思应收腾龙数据账款余

额约为 17,835.34 万元，截止 2019 年三季度末计提腾龙数据坏账准备约

1,061.33 万元。 

截至目前，公司对腾龙数据应收账款余额合计约 22,985.76 万元。腾龙数

据基于最终客户的订单需求以及北京地区相关政府部门的规划建设、电力、能

评等批文取得情况，适时开展腾龙亦庄项目第三期建设，腾龙数据基于《关于

工程项目及房租款项的还款计划书》的承诺正在积极兑现并偿还公司应收账

款，公司目前正在与腾龙方协商沟通比原计划更快的还款方案。因此，公司子

公司与腾龙数据相关合同属于正常履行中，不属于未达预期的情况。 

3、与腾龙两江签署《重庆两江新区数据云服务项目--项目总包合同》 

2017 年 8 月，公司全资子公司依米康智能工程有限公司（原名为西安华西

信息智能工程有限公司）与腾龙两江签署《重庆两江新区数据云服务项目--项

目总包合同》，合同总承包金额为 6.01 亿元人民币。项目分两期建设，其中第

一期建设 2,500 个机柜和项目总体公共基础设施，计划完工时间 2018 年 7 月；

第二期建设 2,500 个机柜，计划完工时间 2019 年 5 月。因业主方资金问题，结

合公司流动资金管理要求，我公司未参与合同中约定的一期建设，二期建设暂

未确定，待双方资金情况改善后，将根据实际情况对已签署的协议内容重新修

订。公司已在 2017 年、2018 年定期报告中披露因业主方原因暂未开工的进展

情况。 

问题 5. 今日媒体登载的《依米康未来 3~5 年“成长无休” 获 200 亿 IDC机

房总包服务》相关文章是否由你公司提供素材内容，文章作者与你公司及关联

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往来。 

公司回复： 

经询问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确

认：公司未提供该文章的素材内容，文章作者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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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6. 你公司是否存在其他需要补充披露的事项。 

公司回复： 

公司无其他需要补充披露的事项。 

 

特此公告。 

 

依米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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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4. 你公司与腾龙数据和腾龙两江签署合同的执行情况及对你公司业绩的影响，相关合同的进展是否符合预期。
	问题5. 今日媒体登载的《依米康未来3~5年“成长无休” 获200亿IDC机房总包服务》相关文章是否由你公司提供素材内容，文章作者与你公司及关联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往来。
	问题6. 你公司是否存在其他需要补充披露的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