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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于2021年2月23日召开的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本次发行及
上市完成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及上市后登记在册的新老股东共享。

4、本次发行上市后的股利分配政策
发行人于2021年2月23日召开的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南京

嘉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的议案》和《关于南京嘉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后三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本次发行上市后的股利分配政策详见招股意向书“重大事项提
示”之“十、发行后公司股利分配政策和未来三年分红规划”的相关内容。

（四）发行人控股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1、南京嘉环网络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嘉环网通系嘉环科技的全资子公司，嘉环网通的基本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4728380413A
注册资本 3, 001万元
实收资本 3, 001万元
法定代表人 杨晨
住所/主要生产经营地 南京市雨花台区宁双路19号10幢
成立日期 2001年7月2日

经营范围
电子产品、通信产品、网络设备的软硬件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销
售；网络工程设计安装；通信设备维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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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嘉环科技持股100%

（2）最近一年财务状况
嘉环网通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项目 2021年度
资产总额 14, 408.47 营业收入 9, 924.99
所有者权益 3, 642.16 净利润 237.41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永拓审计。
2、南京九五嘉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九五嘉系嘉环科技的全资子公司，九五嘉的基本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4M A1TCDU82D
注册资本 200万元
实收资本 2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杨晨
住所/主要生产经营地 南京市雨花台区宁双路19号10幢
成立日期 2017年11月28日

经营范围

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电子技术、网络技术、通信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通信设备、
网络设备、电子产品的销售及售后服务；互联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网站建设；面
向成年人开展的培训服务（不含国家统一认可的职业证书类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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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嘉环科技持股100%

（2）最近一年财务状况
九五嘉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项目 2021年度
资产总额 2, 704.29 营业收入 1, 468.38
所有者权益 741.96 净利润 228.67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永拓审计。
3、南京兴晟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兴晟泽系嘉环科技的全资子公司，兴晟泽的基本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4M A1W6QJB2K
注册资本 2, 000万元
实收资本 2, 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梅卫峰
住所/主要生产经营地 南京市雨花台区宁双路19号10幢
成立日期 2018年3月13日

经营范围
信息技术研发；通信工程、网络工程设计、施工；通信设备、计算机设备销售、调试
及售后服务；网络技术服务；网站建设；劳务派遣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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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嘉环科技持股100%

（2）最近一年财务状况
兴晟泽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项目 2021年度
资产总额 8, 538.99 营业收入 16, 678.59
所有者权益 2, 557.23 净利润 526.04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永拓审计。
4、南京宁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宁联信息系嘉环科技的全资子公司，宁联信息的基本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4M A1W92UU95
注册资本 500万元
实收资本 5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陈辉元
住所/主要生产经营地 南京市雨花台区宁双路19号10幢
成立日期 2018年3月26日

经营范围

信息技术、软件技术开发、技术服务；网络工程、通信工程设计、施工；电子产品、计
算机、通信设备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通信设备、计算机及配件销
售、售后服务；劳务派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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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嘉环科技持股100%

（2）最近一年财务状况
宁联信息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项目 2021年度
资产总额 9, 417.93 营业收入 13, 792.14
所有者权益 2, 179.24 净利润 333.59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永拓审计。
5、南京嘉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嘉环智能系嘉环科技的全资子公司，嘉环智能的基本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4M A21N3J9XR
注册资本 1, 000万元
实收资本 5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田金华
住所/主要生产经营地 南京市雨花台区宁双路19号云密城10号楼13层1301
成立日期 2020年6月5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技
术咨询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物联网技术服务；工程管理服务；信息系
统集成服务；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
发；软件开发；物联网设备制造；物联网设备销售；网络设备销售；物联网应用服务；
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通讯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移动终端设备销售；智能
家庭网关制造；智能家庭消费设备制造；智能基础制造装备制造；人工智能硬件销
售；智能基础制造装备销售；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可穿戴智能设备销售；智
能仪器仪表销售；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智能控制系统集成；人工智能行业应用
系统集成服务；安全系统监控服务；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网络技术服务；信息
系统运行维护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股权结构 嘉环科技持股100%

（2）最近一年财务状况
嘉环智能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项目 2021年度
资产总额 582.12 营业收入 43.87
所有者权益 252.59 净利润 - 115.92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永拓审计。
6、山东嘉齐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嘉齐系嘉环科技的全资子公司，山东嘉齐的基本信息如下：
（1）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306M A94Q7GXXY
注册资本 300万元
实收资本 0万元
法定代表人 骆德龙
住所/主要生产经营地 山东淄博市周村区东街17号
成立日期 2021年8月23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技
术咨询服务；软件开发；网络技术服务；5G通信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信息系
统集成服务；物联网技术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网络设备销售；电子专用材料
销售；电子产品销售；信息安全设备销售；物联网设备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
要许可的商品）。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股权结构 嘉环科技持股100%

（2）最近一年财务状况
山东嘉齐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项目 2021年度
资产总额 27.23 营业收入 26.18
所有者权益 24.81 净利润 24.81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永拓审计。
第四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预计募集资金数额及拟投资项目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本次拟公

开发行不超过7,63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全部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项目及主营业
务发展所需的营运资金。

本次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预计总投资额 预计募集资金使用额 建设期
1 区域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40, 078.21 40, 078.21 36个月
2 研发及培训中心建设项目 25, 071.10 25, 071.10 36个月
3 信息化升级建设项目 2, 437.75 2, 437.75 24个月
4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60, 000.00 35, 770.14 -
总计 127, 587.06 103, 357.20 -

二、募集资金运用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整体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备良好的市场前景和盈利能力，项目达产后，将扩大公司现

有服务能力、扩大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积极影响。

（一）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
区域服务网络建设项目建设完成后，公司业务布局将实现进一步优化，业务服务能力

将持续增强，为公司获取新业务、提升业务服务水平和增强盈利能力奠定坚实基础。研发及
培训中心建设项目建设完成后，将显著提升公司的研发技术水平，增强公司核心技术实力，
为公司持续拓展智能化业务服务提供核心技术支撑。 信息化升级建设项目建设完成后，将
进一步强化公司信息化基础，提升公司项目跟踪与管控能力，实现企业高效协同运作，从而
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经营管理效率，提高公司市场竞争力。补充营运资金项目完成后，公司的
经营状况将得到极大改善，有利于公司业务规模的迅速扩大。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资金实力将明显提高，净资产规模增加，公司净资产及每股净资

产均将大幅增长，每股净资产的大幅增加将使公司股票的内在价值显著提高。同时，本公司
的资产负债率将得到显著改善与优化，提升了公司后续持续融资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若募
集资金超过项目资金需求，超过部分将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或偿还银行贷款。 补充营运
资金或偿还银行贷款将有利于优化公司债务结构，有效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负债管理水平。

（三）新增固定资产折旧和无形资产摊销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
按照公司现行折旧政策，区域服务网络建设项目、研发及培训中心建设项目、信息化升

级建设项目建成后，公司每年将新增折旧摊销约2,896.69万元。 随着区域服务网络建设项
目、研发及培训中心建设项目、信息化升级建设项目的建设完成以及营运资金补充，公司在
保持现有经营规模的情况下，持续经营能力和经营范围将得到进一步的提升，新增固定资
产折旧和无形资产摊销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有限。

（四）对净资产收益率和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净资产、总资产的规模将大幅度增加，由于投资项目存在建

设期，因此短期内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将有所下降。但从长期来看，随着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建成投产，公司的服务能力将稳步提升，同时公司的技术和品牌优势也将得
到充分发挥，业务规模的扩大将产生良好的利润和现金流，净资产收益率稳步提高，盈利能
力和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

第五节 风险因素
一、市场和经营风险
（一）通信业固定资产投资可能放缓或下降的风险
信息通信技术服务行业的发展与通信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直接相关，固定资产投

资规模越大， 运营商对信息通信技术服务的需求也越大。 根据工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
2020年，三大运营商和中国铁塔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072亿元，同比增长11%，增速同比
提高6.3%。

若未来通信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放缓或下降，或受不可抗力因素影响通信行业实际投资
额存在波动，信息通信技术服务行业的市场规模可能随之变动，由此可能导致公司的经营
发展受到不利影响。

（二）人力成本价格上升的风险
公司所处的信息通信技术服务行业的主要成本为人力成本。报告期内，劳务外协成本、

人力成本合计占公司主营业务成本的比例均在80%以上，占比较高。 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
扩张、募投项目的实施，未来公司人员数量将进一步增加，公司人力成本也将保持上升趋
势。 以2021年为基准，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当人力成本上升1%，对应毛利率下降0.48%。 若
未来劳动力市场的薪酬水平显著提升，而公司如果不能通过提高技术附加值和竞争力进而
提升人均创收，则可能导致毛利率的下降，给公司的经营业绩带来不利影响。

（三）主要客户采购政策调整的风险
公司的主要客户为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等运营商以及华为、中兴通讯等通信

设备商。 通信行业对于网络建设服务、网络运维服务、网络优化服务、信息通信系统软件调
试等部分信息通信技术服务环节普遍采用技术服务外包模式，即运营商等客户主要通过招
投标的方式选择优质信息通信技术服务提供商。 根据市场环境以及行业政策的变化，客户
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招投标条件及标准。 对于信息通信技术服务商而言，满足客户的招投
标条件及标准是获取业务机会的关键环节。

未来若公司不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主要客户采购政策的调整，则可能造成公司中
标份额减少，进而可能导致市场份额下降和业绩下滑的风险。

（四）市场竞争风险
公司所处信息通信技术服务行业市场参与者较多，竞争较为激烈，行业具有一定区域

性，整体市场集中度较低。 伴随通信技术发展和下游需求更加多元化，具备资金技术实力、
全国部署、一体化综合服务能力的信息通信技术服务商成为下游客户的优先选择，行业集
中度有望不断提高。未来，公司仍将继续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如果公司不能持续采取有效
措施，提升自身竞争实力，快速适应行业发展趋势和市场环境，则可能出现市场份额下降的
风险。

（五）技术升级不及时的风险
信息通信技术服务行业涉及通信、基站设施建设、网络工程、电子信息等诸多学科领

域，工作流程复杂、专用性强、技术水平高。 随着4G网络的普及以及5G网络的商用，移动通
信技术不断迭代，给公司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与挑战。若公司不能持续提升研发能力，跟随行
业技术进步的发展趋势，及时提高主流通信技术的应用能力，则可能无法满足客户和市场
发展的需求，进而对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六）客户集中度较高的风险
从产业链来看，信息通信技术服务行业的下游行业主要为通信行业，主要客户是各大

运营商和通信设备商。 由于我国运营商及通信设备商较为集中，信息通信技术服务行业客
户集中度较高是该行业普遍现象。 2019年、2020年和2021年度，公司前五大客户的收入合
计分别为209,094.52万元、257,164.86万元和284,878.27万元， 占当期主营业务收入的比
重分别为92.68%、88.28%和80.45%。客户集中度较高，与公司所处行业产业链分工特点相
关，符合信息通信技术服务行业的特征。 若主要客户的投资计划、服务商准入条件、招投标
政策、经营状况等情况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或者公司不能持续满足客户服务需求都可能造
成公司经营业绩的大幅下滑。

二、管理风险
（一）外业工作可能发生安全事故的风险
公司开展网络建设服务、网络运维服务、信息通信系统软件调试服务、网络优化服务等

业务时，部分工作需要在室外、施工工地等环境下进行，施工环境存在一定危险性。因此，公
司存在外业工作中发生安全事故进而导致诉讼、赔偿、被主管机关行政处罚或限制业务开
展的风险。

（二）发展规模扩张带来的管理风险
随着公司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尤其是募集资金到位后募投项目的陆续实施，公司的

资产、人员、业务规模都将进一步扩大，因此在人才引进、产品研发、技术改造、异地分支机
构的经营管理、市场开拓等方面均对公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而公司已有的管理经验是否
可以充分应对组织管理、成本控制、市场变革带来的挑战存在不确定性。 同时，随着发展规
模的扩张，公司向供应商采购劳务服务的规模也将不断扩大，对劳务供应商的有效管理也
是公司面临的一项挑战。因此，未来若公司的管理水平不能跟随业务规模扩张而同步提升，
将会导致公司经营效率的下降。

（三）房屋租赁的风险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发行人租赁房产790处，主要用于办公、住宿和仓储。 其中部分

租赁房产存在出租方未能提供该等房产的房屋所有权证或其它房产权属证明文件、未办理
房屋租赁备案登记手续以及实际用途与权属证明登记的用途不相符等情形。

公司租赁未取得权属证明的房产，存在因有权第三方主张而导致租赁合同被撤销或被
有权机关认定为无效的风险；部分租赁房屋未办理租赁备案登记手续，可能存在被房屋租
赁主管部门处罚的风险；部分租赁房屋存在实际用途与法定用途不相符的情形，也可能导
致公司无法在到期时续租的风险。

（四）补缴社保、公积金以及因存在社保、公积金代缴情形而被处罚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未为部分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的情况。 尽管公司未因

该等行为而遭受行政处罚或被采取强制措施，但公司仍存在由于欠缴社会保险与住房公积
金被相关主管部门要求补缴的风险。 此外，发行人报告期内存在通过北京外企德科人力资
源服务苏州有限公司、前锦网络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和上海智联易才人力资源顾问有
限公司等第三方代缴机构为相关员工在其实际工作地缴纳社会保险、 住房公积金的情形。
截至2022年1月31日， 发行人由第三方机构代缴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员工人数均为
673人，占全部员工人数的7.95%。 虽然报告期内公司未受到过相关部门的处罚，但仍存在
发生劳动争议或被相关主管部门处罚的风险。

（五）经营场所用地的相关风险
公司生产经营的主要场所为位于南京市雨花台区软件谷A5地块的办公大楼， 前述地

块土地用途为科教用地（科技研发）。 公司目前将前述地块用于研发办公及其相关配套，存
在被认定为与土地用途不完全一致的风险。尽管中国（南京）软件谷管理委员会规划建设局
及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出具文件证明公司取得及使用该土地符合相关规划性文件的
要求，无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但如公司使用不当或政策变更，仍可能导致公司后续存在就
前述事项被有权部门认定不合规的风险。

（六）实际控制人不当控制风险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实际控制人宗琰、秦卫忠合计控制公司95.24%股份对

应的表决权。由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在股权控制和经营管理决策等方面对公司存在较强影响
力，且其个人利益有可能并不完全与其他所有股东的利益一致，若未来公司实际控制人凭
借其控股地位通过行使表决权、管理职能或任何其他方式对公司经营决策、董监高的安排、
对外投资、资产处置等方面产生控制不当或干预不当的行为，可能对公司及其它股东的正
当权益产生不利影响。

三、财务风险
（一）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金额较大及回收风险
2019年末、2020年末和2021年末， 公司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账面价值分别为

46,850.15万元、60,985.46万元和109,564.72万元，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金额较大，占总资
产的比例分别为25.14%、27.58%和38.18%，主要因为公司客户为运营商和通信设备商，客
户款项支付需履行内部审批流程，具有一定的审核时间。

虽然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账龄在1年以内的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余额占比分别为
82.38%、83.29%和89.42%，账龄期限较短，主要客户管理规范、信用良好且与公司长期稳
定合作，公司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发生坏账的风险较低。但伴随公司业务拓展，销售规模逐
渐增加，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规模可能会持续上升，如行业发展或客户信用情况发生重大
不利变化，可能导致公司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不能及时收回，并对资金周转及现金流形成
一定压力，进而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及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二）存货金额较大及跌价风险
公司存货主要为正在实施或实施完毕、尚未经客户验收从而未达到收入确认条件的劳

务成本及合同履约成本。 2019年末、2020年末和2021年末， 公司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
84,158.18万元、95,843.84万元和114,697.09万元，存货金额较大，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45.16%、43.34%和39.96%。报告期内，公司存货逐年增长主要因为近年来公司市场开拓良
好，实施项目的数量和规模增长较快。

未来伴随公司业务规模扩大，存货规模可能继续增加。 如果公司不能继续保持对存货
的良好管理，或客户验收延迟，或市场需求出现不利变化，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周转效率或导
致存货产生跌价风险，进而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及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三）毛利率下降风险

2019年、2020年和2021年，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15.81%、15.55%和15.73%。随
着通信行业竞争日益加剧，下游客户采取招投标方式集中采购通信服务，公司中标价格存
在下行风险。 另外，随着我国人口红利逐步消失，未来人力成本将持续上升，若公司不能通
过业务及管理方式创新有效提升人均创收水平，将导致公司毛利率进一步下降。

（四）税收优惠政策变动的风险
2017年11月17日，公司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三年。 2020年12月2日，公司通

过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复审，取得更新后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为三年。 根据《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实施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公司自2018年1月1日
至2023年12月31日期间，享受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税率的优惠政策。

如果未来公司不能继续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复审、国家对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
惠政策发生变化，或者在税收减免期内公司不再符合税收减免申报的条件，则公司存在将
无法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或存在享受税收优惠减少的可能性，进而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
利影响。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风险
（一）募投项目未达预期收益的风险
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区域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研发与培训中心建设项

目、信息化升级建设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项目。项目实施后，预计将对公司经营规模的扩
大和业绩水平的提高产生重要影响。本次募投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是公司基于当前
经济形势、行业发展现状以及对行业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并经过公司董事会的审慎决策，
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计划能否按时完成、实施是否顺利、实施效果是否达到预期，均存在
一定的不确定性。 信息通信技术服务行业本身的变化、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动等因素也会对
募投项目的投资回报产生影响，进而对公司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
本次发行完成后，随着募集资金的到位，公司的总股本和净资产都将会有一定幅度的

增加，但募投项目需要经历一段时间的建设和市场开拓，预期效益不能立即体现。 因此，本
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即期回报（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等财务指标）存在被摊薄的
风险。

五、其他重要事项
（一）信息披露与投资者服务
公司的信息披露及投资者服务工作由董事会统一领导和管理，董事会秘书负责协调和

组织信息披露及投资者服务事宜，由董事会办公室具体承担公司信息披露工作。 相关人员
的联系方式如下：

董事会秘书：任红军
联系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宁双路19号10幢
邮政编码：210012
联系电话：（86-25）8480� 4818-891
电子信箱：IR@bestlink.com.cn
（二）重大合同
1、销售合同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发行人正在履行的重大销售合同（金额在1亿元以上）的情况如

下：

序
号

供 应 商
名称 客户名称 合同名称 合同期限 /

服务期限 合同内容 合 同 金 额
（万元）

1 发行人

中国 移动
通信 集团
江西 有限
公司

江 西 移 动
2020- 2022 年 网
络综合代维服务
框架协议

2020- 7- 1
或前 期份
额用 完之
日 （以先
到日期 为
准 ） 至
2023- 3- 3
1

发行人提供以下代维服务：基站设
备及天馈、 直放站室分及WLAN、
传输线路、铁塔、集客、家客维护服
务，及与上述维护内容相关的其他
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数据资料的收
集、整理、录入、更新、业主关系维系
以及突发事件的应急通信保障等

43, 271.03

2 发行人

中国 移动
通信 集团
浙江 有限
公司

与南京嘉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签
订 的 2021 年 至
2023年网络综合
代维服务框架合
同

2021- 4- 1
9至不含税
总金 额上
限到 达之
日 或
2023- 3- 3
1日， 具体
以先到达
之日为准

发行人为客户提供网络代维和技
术服务业务范围包括含基站设备
及天馈、 直放站室分及WLAN、传
输线路、铁塔、集客、家客、低端网络
优化

21, 269.23

3 发行人

中国 移动
通信 集团
江苏 有限
公司

中国移动江苏公
司 2021- 2022 年
本地网施工服务
采购项目框架协
议

2021- 2- 4
至
2022- 12-
31 （如所
有采购 订
单金额 累
计到框 架
合同金 额
上限，则合
同终止）

承担中国移动江苏公司2021- 2022
年本地网施工服务集中采购项目
涉及的驻地网、集团客户接入等两
个专业的服务

18, 603.35

4 发行人 华为

中 国 区
2021- 2023 年
IM C框架TE（西
北） 在岸服务外
包协议

2020- 12-
20 至
2023- 12-
31

根据客户要求输送在岸服务外包
人员，中标区域：甘肃、河南、内蒙
古、宁夏、青海、陕西

17, 421.74

5 发行人 华为

中 国 区
2021- 2023 年
IM C框架TE（华
南标的） 在岸服
务外包协议及相
关补充协议

2020- 12-
22 至
2023- 12-
31

根据客户要求输送在岸服务外包
人员，中标区域：福建、广东、海南、
湖北、湖南、江西

16, 272.52

6 发行人 华为
2020- 2023 年 中
国区网优框架采
购协议

2020- 10-
01 至
2023- 9- 3
0

就广东省2020- 2023年网优框架项
目， 发行人提供GSM 网规网优服
务、CDM A/WCDMA网规网优服
务、LTE网规网优服务、NB- IOT网
规网优服务、NR网规网优服务，以
及专项优化服务、Lampsi te优化服
务

15, 070.37

7 发行人

中国 移动
通信 集团
湖南 有限
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湖南有限公司
2021年至2023年
网络综合代维服
务框架合同 （南
京嘉环）

2021- 4- 9
至
2023- 3- 3
1

发行人提供代维服务的内容主要
包括基站设备及天馈、直放站室分
及WLAN、传输线路、铁塔、集客、
家客、低端网络优化），及与上述维
护内容相关的其他工作

13, 735.60

8 发行人

中国 移动
通信 集团
福建 有限
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福建有限公司
2020年至2022年
网络综合代维服
务采购框架协议

2020- 7- 1
至
2023- 3- 3
1， 或至合
同实 际结
算金 额达
到合 同预
估总 价 之
日终止，以
二者中 先
到者为准

发行人提供以下代维服务：基站设
备及天馈、 直放站室分及WLAN、
传输线路、铁塔、集客、家客、低端网
络优化，以与上述维护内容相关的
其他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数据资料
的收集、整理、录入、更新、业主关系
维系以及突发事件的应急通信保
障等

12, 528.02

9 发行人

中国 移动
通信 集团
山西 有限
公司

山西移动2020年
至2022年网络综
合代维服务集中
采购框架合同

2020- 7- 1
至
2023- 3- 3
1， 或至合
同实 际结
算金 额达
到合 同预
估总 价 之
日终止，以
二者中 先
到者为准

发行人提供以下代维服务：基站设
备及天馈、 直放站室分及WLAN、
传输线路、铁塔、集客、家客、低端网
络优化，以与上述维护内容相关的
其他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数据资料
的收集、整理、录入、更新、业主关系
维系以及突发事件的应急通信保
障等

12, 202.35

10 发行人 华为

2019- 2022 年 中
国区企业业务自
研产品服务框架
采购协议－金融
片区1 （东区+西
区） 及相关补充
协议

2019- 11-
21 至
2022- 7- 3
1

发行人提供以下服务：勘测服务、基
础部署服务（含勘测）、解决方案实
施服务、客户支持服务、专业服务交
付、运维服务

12, 431.00

11 发行人

中国 移动
通信 集团
山东 有限
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山东有限公司
2021年至2023年
网络综合代维服
务框架合同 （南
京嘉环）

2021- 4- 1
至
2023- 3- 3
1

发行人提供代维服务的内容主要
包括基站设备及天馈、直放站室分
及WLAN、传输线路、铁塔、集客、
家客、低端网络优化），及与上述维
护内容相关的其他工作

11, 691.17

12 发行人

中国 移动
通信 集团
湖南 有限
公司

湖 南 移 动
2021- 2023 年 全
业务施工项目框
架合同 （南京嘉
环）

2021- 8- 1
0 至
2023- 12-
31

发行人提供施工服务 11, 357.80

13 发行人 华为

中 国 区
2021- 2023 年
IM C框架网优在
岸服务外包协议

2020- 12-
24 至
2023- 12-
31

根据客户要求输送在岸服务外包
人员，中标区域：福建、广东、海南、
湖北、湖南、江西

10, 816.55

14 发行人 华为

中 国 区
2021- 2023 年
IM C框架TE业务
协议

2020- 12-
18 至
2023- 12-
31

发行人提供以下类型的服务：电信
网络部署与集成服务、工程勘测服
务、管理服务、客户支持服务

10, 396.23

15 发行人

中国 移动
通信 集团
江苏 有限
公司

中国移动江苏公
司 2021- 2022 年
室分集成服务采
购项目框架协议

2021- 2- 2
6 至
2022- 12-
31 （如所
有采购 订
单金额 累
计到框 架
合同金 额
上限，则合
同终止）

承担中国移动江苏公司2021- 2022
年室分集成服务采购项目涉及的
室分集成专业的服务

10, 256.48

16 发行人 华为

中 国 区
2021- 2023 年
IM C 框 架 网 优
（华东）在岸服务
外包协议

2020- 12-
21 至
2023- 12-
31

根据客户要求输送在岸服务外包
人员，中标区域：安徽、江苏、山东、
上海、浙江

10, 218.85

17 发行人

中国 移动
通信 集团
上海 有限
公司

中国移动上海有
限 公 司
2020- 2022 年 网
络综合代维服务
采购框架协议

2020- 6- 1
至
2023- 3- 3
1， 或至合
同实 际结
算金 额达
到合 同预
估总 价 之
日终止，以
二者中 先
到者为准

发行人提供以下代维服务：基站设
备及天馈、 直放站室分及WLAN、
传输线路、铁塔、集客、家客、低端网
络优化，以与上述维护内容相关的
其他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数据资料
的收集、整理、录入、更新、业主关系
维系以及突发事件的应急通信保
障等

10, 277.66

18 发行人 华为
2020- 2023 年 中
国区网优框架采
购协议

2020- 10-
1 至
2023- 9- 3
0

就浙江2020- 2023年网优框架项
目， 发行人提供GSM 网规网优服
务、CDMA/WCDM A网规网优服
务、LTE网规网优服务、NB- IOT网
规网优服务、NR网规网优服务，以
及专项优化服务、Lampsi te优化服
务

10, 049.12

2、采购合同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发行人正在履行的重大采购合同（预估金额在3,000万元以上）

的情况如下：

序号 供应商名称 合同名称 合同期限 合同内容 合同预估金
额（万元）

1 上海励南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劳务采购协议 2020- 11- 1 至

2023- 3- 31

销售方为发行人提供
指定通信代维项目的
部分辅助工作

15, 000.00

2
福建省致远通
信技术发展有
限公司

劳务采购协议 2020- 7- 1 至
2023- 3- 31

销售方为发行人提供
指定通信代维项目的
部分劳务辅助工作

3, 000.00

3
南京英诺威信
息科技有限公
司

南京地铁5号线工程通
信工程传输及LTE系
统华为设备及服务采
购合同文件

2021- 11- 10至合同项
下约定权利义务履行完
毕

销售方为发行人提供
合同项下的货物及服
务

4, 471.80

4
江苏艾通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注1）

劳务采购合同

自 2018- 12- 1 开 始 计
算，壹（1）年。 如有效期
限 届 满 日 前 的 叁 拾
（30）个自然日内，甲乙
双方均未提出不续约且
在有效期届满后各方仍
有意向继续提供或接受
服务的， 则本合同有效
期自动延长壹（1）年。
自动延长有效期限的次
数不限。

销售方为发行人提供
通信网络服务项目的
劳务服务

-

5
北京爱好科技
有限公司（注
1）

合作服务协议 2021- 7- 1 至
2023- 6- 30

销售方为发行人提供
车辆租赁服务 -

注1：双方签署的系框架协议。
3、授信合同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发行人正在履行的重大授信合同的情况如下：

序号 合同编号/文件 被授信人 授信人 授信额度
（万元）

授信
使用期限

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
苏省分行出具的《说明》 发行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江苏省分行
授信额度5亿元，敞
口额度4.5亿元

2021- 5- 20 至
2022- 5- 19

2 （2021）宁银字第000201
号 发行人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江宁支行
授信额度最高限额
13, 000.00

2021- 9- 10 至
2022- 8- 18

3 公 授 信 字 第
ZH2100000107378号 发行人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5, 000.00 2021- 10- 25 至
2022- 10- 24

4 2019宁综字
第00251号 发行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分行 20, 000.00 2019- 7- 1 至
2022- 2- 26

5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分行新街口支
行出具的《说明》

发行人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分行新街口支行

授信额度4.2亿元，
敞口额度4亿元

2021- 12- 2 至
2022- 12- 1

6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分行出具的《说明》 发行人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分行 5, 000.00 2021- 9- 13 至
2022- 8- 3

7 2021年授字第211105436
号 发行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分行 30, 000.00 2021- 11- 30 至
2022- 11- 29

8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雨
花支行出具的《说明》 发行人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雨花支行 1, 000.00 2021- 7- 2 至
2022- 7- 1

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城南支行出具的
《说明》

发行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京城南
支行

10, 000.00 2021- 10- 26 至
2022- 10- 25

4、借款合同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发行人正在履行的重大借款合同的情况如下：

序
号 借款人 借款合同/借据编号 借款银行 借款余额

（万元） 借款期限

发行人 2020年证合字第211204236
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分行 50.00 2021- 2- 4 至

2022- 1- 28

发行人 2020年证合字第211204236
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分行 60.00 2021- 2- 4 至

2022- 1- 28

发行人 2020年证合字第211204236
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分行 60.00 2021- 5- 20 至

2022- 5- 17

发行人 2020年证合字第211204236
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分行 60.00 2021- 5- 20 至

2022- 5- 17

发行人 2020年证合字第211204236
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分行 700.00 2021- 6- 3 至

2022- 5- 30

发行人 银GNZ字/第2021001号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分行 450.00 2021- 4- 16 至

2022- 4- 11

发行人 银GNZ字/第2021001号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分行 550.00 2021- 4- 16 至

2022- 4- 11

发行人 银GNZ字/第2021001号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分行 250.00 2021- 5- 19 至

2022- 5- 13

发行人 银GNZ字/第2021001号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分行 950.00 2021- 5- 19 至

2022- 5- 13

发行人 银GNZ字/第2021001号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分行 450.00 2021- 5- 26 至

2022- 5- 23

发行人 银GNZ字/第2021001号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分行 300.00 2021- 6- 29 至

2022- 1- 5

发行人 银GNZ字/第2021001号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分行 1, 500.00 2021- 6- 29 至

2022- 6- 24

发行人 Ba173042105170172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金融城支行 2, 000.00 2021- 5- 19 至

2022- 5- 18

发行人 2020年证合字第211204236
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分行 1, 000.00 2021- 7- 1 至

2022- 5- 27

发行人 2020年证合字第211204236
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分行 400.00 2021- 7- 12 至

2022- 6- 29

发行人 2020年证合字第211204236
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分行 370.00 2021- 8- 31 至

2022- 6- 24

发行人 银GNZ第2021001号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分行 1, 000.00 2021- 7- 16 至

2022- 7- 11

发行人 银GNZ第2021001号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分行 1, 100.00 2021- 8- 18 至

2022- 8- 12

发行人 银GNZ第2021001号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分行 300.00 2021- 8- 18 至

2022- 8- 15

发行人 银GNZ第2021077号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分行 1, 000.00 2021- 9- 16 至

2022- 9- 12

发行人 N21033806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江
宁支行 2, 000.00 2021- 10- 18 至

2022- 10- 17

发行人 公 流 贷 字 第
ZH2100000112615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分行 100.00 2021- 10- 25 至

2022- 10- 24

发行人 CN12122102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城南支行 5, 000.00 2021- 11- 18 至

2022- 11- 17

发行人 CN12122102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城南支行 2, 000.00 2021- 11- 26 至

2022- 11- 17

嘉环网通 Ba173042111300487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金融城支行 1, 000.00 2021- 11- 30 至

2022- 11- 19

发行人 2021年保理字第110102336
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分行 1, 000.00 2021- 10- 27 至

2022- 6- 1

5、担保合同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发行人正在履行的重大担保合同的情况如下：

序号 担保人 债务人 债权人 合同编号 担保金额 主债权 （确
定）期间

担保
方式

1 发行人 发行人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南京分行

2019信宁银最抵
字第00187号

最高额债权本金
人民币5, 000万元
及相关利息等

费用

2019- 7- 1 至
2022- 2- 26

不动产
抵押

2 发行人 发行人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分行

C210521MG320
6351

最高 债权 额 30,
000万元

2021- 5- 24至
2022- 11- 20

不动产
抵押

（三）对外担保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除为子公司担保外，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事项。
（四）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不存在对其财务状况、生产经营、经营成果、声

誉、业务活动、未来前景有重大影响的诉讼、仲裁事项。
（五）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的重大诉讼、仲裁和刑事诉讼情

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均不存

在作为一方当事人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亦不存在涉及刑事诉讼的情形。
（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重大诉讼、仲裁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作为一方当事人的重大

诉讼、仲裁事项。
第六节 本次发行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一、本次发行的有关当事人
当事人 名称 住所/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传真 联系人

发行人 嘉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南京市雨花台区
宁双路19号10幢 （86- 25）84804818- 891 - 任红军

保 荐 人
（主承销
商）

中国国际金
融股份有限
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建
国门外大街1号国
贸大厦2座27层及
28层

（86- 10）65051166 （86- 10）65051156 方良 润 、朱
力

发行人律
师

北京市中伦
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朝阳区金
和东路 20号院正
大中心3号楼南塔
23- 31层

（86- 10）59572288 （86- 10）
65681022/1838

熊川、李静、
王振

发行人会
计师

永拓会计师
事务所（特
殊 普 通 合
伙）

北京市朝阳区关
东店北街1号 （86- 10）65950411 （86- 10）65955570 孔保 忠 、彭

灿、胡佃东

保 荐 人
（主承销
商）律师

上海市锦天
城律师事务
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
银城中路501号上
海中心大厦11、12
层

（86- 21）20511000 （86- 21）20511999 张东 晓 、王
婷

保 荐 人
（主承销
商） 会计
师

信永中和会
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
合伙）南京
分所

南京市鼓楼区山
西路128号和泰大
厦七层

（86- 25）52808866 （86- 25）83716000 殷明、 朱永
华

验资机构

天衡会计师
事务所（特
殊 普 通 合
伙）

南京市建邺区江
东中路106号1907
室

（86- 25）84711188 （86- 25）84724882 吴霆、张军

资产评估
机构

北京北方亚
事资产评估
事务所（特
殊 普 通 合
伙）

北京市西城区广
安门内大街6号枫
桦豪景A座7单元
501室

（86- 10）83557569 （86- 10）83549215
李德 沁 、王
译禾、 黄陈
刚

股票登记
机构

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
易试验区杨高南
路188号

（86- 21）58708888 （86- 21）58899400 -

保 荐 人
（主承销
商） 收款
银行

中国建设银
行北京国贸
支行

- - - -

拟上市证
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
易所

上海市浦东南路
528号证券大厦 （86- 21）68808888 （86- 21）68804868 -

二、有关本次发行上市的重要日期
询价推介时间 2022年4月15日
发行公告刊登日期 2022年4月19日
网上、网下申购日期 2022年4月20日
网上、网下缴款日期 2022年4月22日
预计股票上市日期 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后将尽快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发行保荐书及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二）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三）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四）经注册会计师核验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五）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
（六）公司章程（草案）；
（七）中国证监会批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八）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地点
投资者于本次发行承销期间，可直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查询，也可到本公司和保

荐人（主承销商）的办公地点查询。
三、查阅时间
除法定假日以外的每日9：00-11：00，14：00-17：00。
四、查阅网址
www.sse.com.cn

嘉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12日

(上接C9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