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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原项目名称：金税产业升级及应用拓展项目、金融电子支付及服务产业化项目、自

主安全的物联网技术及应用产业化项目、信息安全关键技术研发及信息化基础能力

建设项目 

 新项目名称：智慧税务信息化项目、企业智能服务与行业智慧监管项目，投资金额

分别为 66,647.1 万元和 64,771 万元，合计 131,418.1 万元；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将继

续用于原项目铺底流动资金。 

 新项目预计正常投产并产生收益的时间：智慧税务信息化项目计算生产期 5 年，包

括项目建设期 3 年，项目计算期内预计产生利润总额约为 105,997.5 万元，项目的

静态投资回收期为 4.48 年；企业智能服务与行业智慧监管项目计算生产期 5 年，

包括项目建设期 3 年，项目计算期内预计产生利润总额约为 126,778.54 万元，项目

的静态投资回收期为 3.75 年。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航天信息”）于 2019 年 12 月 6 日召开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将原“金税产业升级及应用拓展

项目”、“金融电子支付及服务产业化项目”、“自主安全的物联网技术及应用产业化项目”以

及“信息安全关键技术研发及信息化基础能力建设项目”中计划用于基础建设投资的相关募

集资金用于变更后的“智慧税务信息化项目”“企业智能服务与行业智慧监管项目”。该事项

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及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一、原募投项目基本情况及变更募集资金的具体原因 

（一）原项目计划投资和实际投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关于核准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997 号）文件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航天信息

于 2015 年 6 月 12 日发行总额为 240,000 万元，债券期限为 6 年的可转换债券，扣除各项发

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1,220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238,780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于 2015

年 6 月 19 日全部到位，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进行审验并出具了《验

资报告》（XYZH/2014A9018-10）。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实行专款专用。 

公司上述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原计划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投资方向 投资总额 
计划使用募

集资金金额 
实施主体 

金税产业升级

及应用拓展项

目 

防伪税控系统（增值税专票）升级 

普通发票业务发展升级 

电子发票系统及发票大数据服务平

台建设 

金税产业应用拓展项目 

72,321.56 72,321.56 

航天信息

本部及下

属子公司 

金融电子支付

及服务产业化

项目 

金融安全芯片产业升级 

金融 IC 卡产业升级 

金融电子支付终端产业升级 

金融支付专业化服务能力提升项目 

84,457.50 83,237.50 

自主安全的物

联网技术及应

用产业化项目 

自主安全可控的一体化云平台解决

方案 

出入境综合解决方案 

酒店管理一体化系统 

49,262.80 49,262.80 

信息安全关键

技术研发及信

息化基础能力

建设项目 

信息安全关键技术研发 

信息中心建设项目 

呼叫中心升级改造项目 

56,349.67 33,958.14 

合计  262,391.53 238,780.00  

截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向及投资进度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计划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截至 2019年11

月 30日已投入

金额 

金税产业升级及应用拓展项目 72,321.56 41,547.61 

金融电子支付及服务产业化项目 83,237.50 24,090.41 

自主安全的物联网技术及应用产业化项目 49,262.80 20,995.12 

信息安全关键技术研发及信息化基础能力建设项目 33,958.14 24,822.87 

合计 238,780.00 111,456.01 

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为 111,456.01 万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140,555.87 万元，

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238,780 万元的差异金额为 13,231.88 万元，系募集资金累计取得的利



息净收入导致。除去项目基础建设投资，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涉及的设备购置及安装工程费

和技术开发费已按照计划投入实施，并基本投入完毕且已产生了预期效益，其他剩余资金为

项目铺底流动资金。 

（二）变更募投项目的原因 

在原募集资金四个产业化投资项目中，计划用于基建工程、建设预备费和基建铺底流动

资金的投资合计约为 12 亿元。按照可研论证实施的预期，原募集资金项目涉及研发及配套

设备投入已经基本投资完成并达到项目整体预期收益效果。而涉及基建投资内容的募集资金，

由于基建工程涉及的土地交易事项受到政府审批的影响，一直无法进行建设施工的实际投资，

对募集资金整体使用效率产生了较大影响。 

为适应新形势下航天信息各产业转型升级的产业化需求，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充分

利用募集资金投入进一步提升航天信息的核心竞争力和盈利水平，公司拟将原募集资金各项

目中计划用于基础建设投资的相关募集资金 131,418.1 万元，用于变更后的“智慧税务信息

化项目”及“企业智能服务与行业智慧监管项目”。两个产业化项目符合航天信息战略规划，

是航天信息各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通过募集资金对产业的投入，将会对航天信息产业

发展起到助推作用。 

二、新募投项目的基本情况及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一）新募投项目的基本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方案为：将原募集资金项目中用于基础建设投资的相关募集

资金投入至两个新的产业化项目，即“智慧税务信息化项目”和“企业智能服务与行业智慧

监管项目”，投资金额分别为 66,647.1 万元和 64,771 万元，合计 131,418.1 万元。其中，智

慧税务信息化项目主要包括智慧税务产品与服务及配套产业化项目开展的信息安全、区块链

及人工智能等应用技术研发；企业智能服务与行业智慧监管项目主要包括企业财税智能服务、

智慧监管与民生服务、智慧政务产业升级等。上述项目均为软件平台类产品的研发项目，不

涉及基础建设类固定资产投资。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投资方向 投资总额 
计划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实施主体 

智慧税务信

息化项目 

智慧税务产品与服务项目 

应用技术研发项目 
66,647.1 66,647.1 

航天信息本部

及全资子公司 
企业智能服

务与行业智

慧监管项目 

企业财税智能服务项目 

智慧监管与民生服务项目 

智慧政务产业升级项目 

64,771 64,771 

（二）新募投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1、智慧税务信息化项目 



随着国家增值税改革、电子发票的推广和应用，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云化趋势明

显显现，税务信息化，企业税务信息化不断深入，未来的企业税务会计及发票供应链领域市

场潜力巨大。航天信息深耕税务领域多年，不断开发完善税务领域相关产品，包括防伪税控

核心业务产品、防伪税控增值产品、国税集成业务、普通发票综合管理系统解决方案、电子

发票和服务管理平台、纳税服务综合管理平台约百种系统及软件和硬件产品等，拥有丰富的

领域储备及积累、完善的管理体系、强大的研发团队，将主要通过结合目前税控核心业务和

电子发票业务领域新的政策要求与用户需求，形成更加符合用户使用要求、更具有市场竞争

力以及技术前瞻性的相关软硬件新产品。该项目的实施将巩固公司在税务信息化领域的领先

地位，为公司争取更多的市场份额，符合公司整体战略规划。 

2、企业智能服务与行业智慧监管项目 

根据《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和《加快推进网络信息技术自主创新》《中

国制造 2025》等国策，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对软件产业的需求将更加强劲，尤其是对操作系

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行业应用软件、大数据软件产生更高、更广泛的需求。同时，随着

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互联网+政府服务”，互联网在政务服务和监管领域的应用不断加速。

企业智能服务与行业智慧监管项目使用的募集资金，将被用于企业服务和智慧监管方向产业

化研发、产品市场化与服务能力提升，通过研发面向用户的产品及服务，增强核心竞争力，

扩大市场占有率。航天信息将利用在财税服务、政务服务方面拥有丰富的业务经验积累和专

业性；高质量的客户服务和综合运营管理水平；强大的研发力量以及可靠的全国性运营、服

务体系保障该项目的顺利实施。 

三、新募投项目的投资计划及风险提示 

（一）新募投项目的投资计划 

智慧税务信息化项目计算生产期 5 年，包括项目建设期 3 年，项目计算期内预计产生利

润总额约为 105,997.5 万元，项目的静态投资回收期为 4.48 年；企业智能服务与行业智慧监

管项目计算生产期 5 年，包括项目建设期 3 年，项目计算期内预计产生利润总额约为

126,778.54 万元，项目的静态投资回收期为 3.75 年。 

两个项目汇总的投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投入类别 具体金额 

智慧税务信息化项目 

技术开发费 40,645.23 

设备购置及安装费 7,289.00 

软件购置及服务费 5,043.42 

其他费用 7,400.50 

铺底流动资金 6,268.95 

合计 66,647.10 

企业智能服务与行业智慧监

管项目 

技术开发费 45,757.00 

设备购置及安装费 5,225.50 

软件购置及服务费 2,680.00 

其他费用 6,590.00 



铺底流动资金 4,518.50 

合计 64,771.00 

合计 131,418.10 

两个项目汇总的收益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科目 具体金额 

智慧税务信息化项目 
营业收入 491,190.00 

利润总额 105,997.50 

企业智能服务与行业智慧监管

项目 

营业收入 849,490.85 

利润总额 126,778.54 

合计 
收入合计 1,340,680.85 

利润合计 232,776.04 

（二）新募投项目的风险提示及控制措施 

国家关于行业的法律法规、政策规章尚在不断建设、补充、完善之中，对某些新近开展

的业务，监管机构、行业协会、市场主体均无法通过已有的制度规范对其经营进行识别、认

定和管理，因此存在一定的政策性风险。此外，项目实施后，可能受行业周期波动、国内外

政治经济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项目经营情况可能不及预期。公司将保持与监管部门密切沟

通，认真进行合规性调整，保持业务的稳定性；同时，抓好质量管理，降低成本，建立适应

市场机制的内部管理体制，为项目有效减少市场风险奠定坚实基础。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人对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变更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符合中国证

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有关规定；本次变更是基于公司

发展战略和实际情况进行的必要调整，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实现资金配置最优化

和效益最大化，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产生不利影响，同意本次变

更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变更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中国证

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有关规定；本次变更是基于公司

发展战略和实际情况进行的必要调整，调整后的募集资金要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

有利于公司长远规划和发展，未发现损害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符合全体股东的利

益，同意本次变更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三）保荐机构意见 

1、公司变更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的议案已经通过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

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了同意意见，公司履行了相应的程序，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2、本次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变更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及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 

3、公司本次变更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事项是基于实际经营情况和未来的业务规划

与战略规划，结合现有募集资金使用进度，为了提高对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经公司讨论后作

出的谨慎决定，本次调整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公司的生产规模，完善公司生产与市场布局，提

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综上，本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变更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事项无异议。 

五、关于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事宜 

公司本次变更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

人会议及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2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