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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21 年度利润分配现金分红总额

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总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3 月 29 日、2022 年 4 月 20 日召开第

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3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2021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11）。 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
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5元（含税）,同时拟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 10 股转增 4.5
股。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转增比例不变，相应调整
现金分红总金额和转增股份总数量。

2022 年 5 月 23 日，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登记工作完成，本次授予共计 32 万股，公
司总股本由 121,836,500股增加至 122,156,500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5月 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福莱新材关于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结果公告》（公告
编号：临 2022-038）。

鉴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股份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 根据《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转增比例不变，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向全
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5元（含税）,同时拟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 10股转增 4.5股。 截至本
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总股本为 122,156,500股，以此计算合计派发现金红利总额调整为 61,078,250 元（含税），
占本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47.91 %；本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 177,126,925股。

特此公告。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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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限制性股票登记日：2022年 5月 23日
● 限制性股票登记数量：32.00万股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福莱新材”）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或“激励计划”）的规定和公司 2021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已完成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有关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结果
1、预留授予日：2022年 5月 5日。
2、实际授予数量：32.00万股，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 12,000万股的 0.27%。
3、实际授予人数：12人。
4、授予价格：13.45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 A股普通股股票。
6、实际授予数量和拟授予数量的差异性说明：
本次实际授予数量和拟授予数量不存在差异。
7、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分配情况（以下百分比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万股）

占股权激励计划总
量的比例

占本激励计划
公告时股本总
额的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 / / / / /

二、其他激励对象

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12人） 32.00 100% 0.27%

预留授予合计 32.00 100% 0.27%

注：1、 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超过公司

总股本的 1%。 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0%。
2、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情况：
1、有效期：本激励计划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全部解除限售或回购注销完毕之日止，最长不超过 60个月。
2、限售期：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限售期为自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登记完成之

日起 12个月、24个月、36个月。
3、解除限售安排
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比例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
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成之
日起 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成之
日起 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成之
日起 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三、授予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2年 5月 13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2022〕205号）：
经我所审验，截至 2022年 5月 11日止，贵公司实际收到成炳洲等 12名激励对象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实收股本）合计人民币叁拾贰万元整（?320,000.00），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3,984,000.00元。 各出资者均
以货币出资。

四、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情况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为 32.00 万股，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 2022

年 5月 23日完成了本次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工作，并向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本次
激励计划股票登记日为 2022年 5月 23日。

五、授予前后对公司控股股东的影响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 A 股普通股股票， 本次激励计划授

予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公司控股股东仍为夏厚君，本次激励计划授予不会导致公司控
制权发生变化。

六、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一、限售流通股 91,836,500.00 320,000.00 92,156,500.00

二、无限售流通股 30,000,000.00 0.00 30,000,000.00

三、总计 121,836,500.00 320,000.00 122,156,500.00

七、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所筹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八、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后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公司依据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确定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并最终确认本次激励计划的股份

支付费用，该等费用将在本次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按解除限售比例进行分期确认。
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5 日授予限制性股票， 经测算，2022-2025 年限制性股票成本摊销情况如下表所

示：

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万股） 需摊销的总费用（万元） 2022年
（万元）

2023年
（万元）

2024年
（万元）

2025年
（万元）

32.00 189.44 73.67 72.62 34.73 8.42

上述结果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实际会计成本除了与授予日、授予价格和授予数量相关，还与实际
生效和失效的数量有关。 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影响的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5 日

DD4433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王敬涛
电话：010-８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ｚｑｒｂ9＠zqrb.sina．ｎｅｔ2022 年 5 月 25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688500 证券简称： 慧辰股份 公告编号：2022-020

北京慧辰资道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 2021 年年度报告进行修订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慧辰资道资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202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现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北京慧辰资道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科创公函【2022】0070号）的要求，并结合公司内部自查情况，对公司 2021 年度报告部分内容进行了修订和补充，
具体情况如下：

一、《2021年年度报告摘要》“第二节公司基本情况”之“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之“3.1 近 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修订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1,450,501,609.50 1,429,050,602.03 1.50 731,354,232.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80,791,573.02 1,231,214,111.34 -4.10 597,654,481.26

营业收入 475,981,997.26 389,342,428.64 22.25 383,939,430.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202,852.46 73,701,204.45 不适用 60,789,397.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8,653,324.70 33,667,279.41 不适用 60,909,750.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558,194.88 34,771,395.66 不适用 7,270,925.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70 8.490 减少 13.52个百分点 10.7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14 1.134 -145.33 1.09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14 1.134 -145.33 1.091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10.86 8.50 增加 2.16个百分点 6.90

修订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1,450,501,609.50 1,429,050,602.03 1.50 731,354,232.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80,791,573.02 1,231,214,111.34 -4.10 597,654,481.26

营业收入 475,981,997.26 389,342,428.64 22.25 383,939,430.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202,852.46 73,701,204.45 不适用 60,789,397.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8,653,324.70 33,667,279.41 不适用 60,909,750.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558,194.88 34,771,395.66 不适用 7,270,925.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70 8.490 减少 11.66个
百分点 10.7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14 1.134 -145.33 1.09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14 1.134 -145.33 1.091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10.86 8.50 增加 2.36个
百分点 6.90

二、《2021年年度报告》“第二节 公司简介和主要财务指标”之“六、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之“(二)主要财务指标”
修订前：

主要财务指标 2021年 2020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2019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14 1.134 -145.33 1.09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14 1.134 -145.33 1.09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24 0.518 -278.38 1.0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70 8.490 减少 13.52个百分点 10.72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693 3.880 减少 12.92个百分点 10.740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10.86 8.50 增加 2.16个百分点 6.90
修订后：

主要财务指标 2021年 2020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2019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14 1.134 -145.33 1.09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14 1.134 -145.33 1.09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24 0.518 -278.38 1.0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70 8.490 减少 11.66个
百分点 10.72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693 3.880 减少 9.57个
百分点 10.740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10.86 8.50 增加 2.36个
百分点 6.90

三、《2021年年度报告》“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二、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经营模式、行业情况及研发情况说明”之“（四）核心技术与研发进展”之“4.在研项目情况”
修订前：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预计总投资规模 本期投入金额 累计投入金额 进展或阶段性成果 拟达到目标 技术水平 具体应用前景

1
新能源车物联
网服务大数据
分析技术研发
二期

2,750,000 1,726,644.74 2,733,525.24
项目已于 2021年 6月结项，已完成相关分析算法模
型开发，1项发明专利正在申请中（已获得受理通知
书）

研发面向新能源车充电服务相
关的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场景
（如充电桩建设与服务智能推
荐）数据分析算法

处于行业的平均
水平

在新能源车/车联网充电智能
化服务领域，提升服务商的服
务智能化应用能力

2
政府区域经济
大数据分析模
型产品研发二
期

5,000,000 1,607,923.24 3,468,764.7
项目已于 2021年 6月结项，已完成相关数据算法模
型与软件产品研发，获得 1项软件著作权，1 项软件
产品证书

研发服务城市产业（县域农业
相关产业为主） 经济运行态势
的数据分析模型与决策服务产
品

处于行业平均水
平

以农业产业为核心的县域区
域的产业经济发展、招商引资
的科学化决策服务

3

基于物联网的
生态环保大数
据分析核心技
术产品研发二
期

26,500,000 3,100,407.42 3,960,554.64

研发进行中，已完成应用于城市污水治理与区域性
生态污染监管执法相关的软件产品，并根据客户和
业务部门反馈，进行了产品优化升级。 获得 2 项软
件著作权，2 项软件产品证书，1 项软件著作权正在
申请中

完成服务城市生态环保类场景
（如污水智能化治理运营、生态
污染监管执法等） 的相关大数
据分析产品

相关的数据优化
模型与大数据处
理能力处于行业
领先水平

环保治理相关领域（城市水务
处理、公安生态犯罪监管与执
法）智能化管理

4 农业数字化智
能技术产品 26,000,000 4,545,203.17 5,705,937.23

研发进行中，根据种子用户试用的反馈意见，对前
期研发的农业资源数字化与养殖管理基本版软件
进行了优化升级及功能扩展；种植管理产品原型已
启动研发。 获得 6 项软件著作权，4 项软件产品证
书，2项软件产品证书正在申请中

研发面向农业资源数字化管理
与养殖标准化管理的数字化软
件产品

相关数据分析模
型与产品应用能
力处于行业领先
水平

农业生产服务、养殖（如生猪）
领域的数字化与标准化服务

5
物流供应链大
数据分析技术
系统研发

7,380,000 3,013,099.62 7,426,386.58 项目已于 2021 年底结项， 已完成相关软件产品研
发，获得 3项软件著作权，3项软件产品证书

研发服务与目标行业（如农业/
商业类） 供应链特性的数据化
分析软件产品

相关数据分析模
型与产品应用能
力处于行业领先
水平

服务农业生产企业、商业流通
企业的供应链优化服务

6
行业数据智能
分析产品研发
二期

29,750,000 13,775,891.24 13,775,891.24

研发进行中，X 平台产品目前已经开发可试用版本
（V2.3），并开始在典型客户中销售，获得 1 项软件著
作权，1 项软件产品证书，1 项发明专利正在申请
中；O平台已完成产品原型及 PRD设计， 确定了技
术实施方案；V平台已完成产品原型设计，7 月份考
虑客户市场需求与资源，申请暂停研发，集中研发
研发资源于 X平台。

研发建立面向商业多维数据应
用场景（如消费体验管理、服务
营销与医疗类专业分析） 的智
能化数据分析产品与 SAAS 云
产品服务能力

相关数据分析模
型处于行业领先
水平

多个商业领域（快消、通信、汽
车与医疗等）的业务全业务流
程的数字化建设

7
智慧旅游大数
据产品研发二
期

10,000,000 5,769,348.50 7,736,626.33
项目已于 2021 年底结项， 已完成相关软件产品研
发，获得 2项软件著作权，1项软件著作权和 2 项软
件产品证书正在申请中

多维数据智能分析募投项目下
子项目， 研发建立面向旅游行
业的数字化（业务分析、数字化
展示）能力

在地区/景区的多
维大数据可视化
分析能力方面处
于行业领先水平

在各地全域旅游的智能监管、
旅游区与特色服务（如景区、
民宿等）的数字化宣传与业务
运营方面，具有广泛用途

8
金融多维数据
分析服务平台
研发

2,250,000 1,443,540.24 2,174,719.33 项目已于 2021 年底结项， 已完成相关软件产品研
发，获得 2项软件著作权

研发服务金融信用多维数据评
估应用的基础支撑评估与对应
服务产品， 满足金融信用场景
对多源多维数据的全流程（接
入、分析与对外服务）服务能力

相关数据分析模
型处于行业领先
水平

金融服务机构、银行等的数据
化信用征信评估与画像分析

9
领域知识图谱
智能分析技术
研发

60,000,000 1,824,006.44 1,824,006.44

研发进行中，已完成服务该行业第 1 个典型业务图
谱分析模型的设计研发， 并完成对应产品原型设
计）， 获得 1 项软件著作权，1 项软件产品证书和 2
项发明专利正在申请中（2项发明专利已获得受理
通知书）， 后续将持续研发多个场景的业务图谱分
析模型和产品

针对特定行业领域的业务大数
据，通过 AI技术研发构建该行
业多个场景相关的专业知识图
谱模型与相关服务产品

相关数据分析技
术算法模型，达到
行业领先水平

服务目标行业的多个业务应
用场景，基于知识图谱支撑重
大业务决策、提升基层业务分
析的深度和实战化支撑

10
行业数据应用
智能管理运营
平台研发

40,000,000 3,784,236.19 3,784,236.19
研发进行中，已完成 2 个场景（工业控制的智能机
器人巡检分析和烟草终端用户服务）的相关分析系
统 V1.0版本研发，， 并进行了种子客户现场部署试
用；2项软件著作权正在申请中

针对以硬件采集与软件分析结
合的数据化应用场景（如工业
控制、烟草服务等），实现一体
化的（硬件与）现数据化应用与
运营的平台化、自动化

相关数据分析模
型处于行业领先
水平

服务于政府、商业等领域（如
工业、农业、烟草等）的相关场
景的硬件/软件结合的集成化
智能管理与服务

11
数字政府及数
字乡村信息服
务体系

4,000,000 2,894,996.85 4,004,387.22 项目已于 2021 年底结项， 已完成相关软件产品研
发，获得 7项软件著作权和 5项软件产品证书

研发面向服务政府与乡村振兴
相关场景（如农村旅游）的数字
化能力的软件产品

相关产品应用能
力处于行业领先
水平

地方政府，服务相关的地区旅
游发展与农村产业振兴

12
信唐普华工业
云服务平台建
设项目

2,050,000 1,708,048.86 1,708,048.86 项目已于 2021 年底结项， 已完成相关软件产品研
发，获得 1项软件著作权，1项软件产品证书

研发面向城市规模的工业云服
务平台相关产品， 能够实现全
市的工业数据集中/共享与业
务分析

处于行业平均水
平

省、市、区级工信局对辖区大
量工业企业的运行状况的实
时监管与产业发展分析

13
烟草行业消费
大数据智能分
析与应用研发

2,000,000 1,226,462.15 1,483,009.29 项目已于 2021 年底结项， 已完成相关软件产品研
发，获得 9项软件著作权

研发基于烟草消费数据的烟草
行业智能分析软硬件产品

相关产品处于行
业领先水平

全国各地烟草生产企业/销售
专卖局的相关产品研发与销
售服务方面，具有较广泛用途

14
CRM 大数据精
准营销核心技
术研发二期

9,000,000 3,953,936.69 3,953,936.69
研发进行中，SCRM 系统已完成四个基础业务功能
模块的研发；数据分析平台已完成一项核心算法模
型及常规分析看板可视化研发，1 项软件著作权正
在申请中

在一期基础上， 研发能够服务
SCRM 模式的数据化营销与运
营数据分析产品

处于行业平均水
平

在多个商业领域（如快消、美
妆、运动服装等）企业的会员
服务优化/SCRM 营销提升与
运营服务领域，具有广泛用途

15
基于快消行业
的数字化营销
运营系统

2,880,000 1,296,630.61 1,296,630.61 项目已于 2021年底结项，获得 5项软件著作权

从宏观上看， 行业客户使用平
台后， 可以有效提升商业客户
数据获取能力、 数据整合分析
能力、 数据驱动业务的自动化
营销能力， 帮助客户打破数据
壁垒，提高数据运营能效

处于行业平均水
平

利用数据输出驱动业务增长，
赋能客户数据能力，大力提升
客户的数据化营销水平，降低
成本，增加消费者对品牌的粘
性，保持销售业绩的稳定和增
长。 对应整个行业健康、高效
运营都大有裨益

合计 / 229,560,000 51,670,375.96 65,036,660.59 / / / /
情况说明
无
修订后：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预计总投资规模 本期投入金额 累计投入金额 进展或阶段性成果 拟达到目标 技术水平 具体应用前景

1
新能源车物联
网服务大数据
分析技术研发
二期

2,750,000 1,726,644.74 2,733,525.24
项目已于 2021 年 6 月结项， 已完成相关分析算法
模型开发，1项发明专利正在申请中（已获得受理通
知书）

研发面向新能源车充电服务相
关的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场景
（如充电桩建设与服务智能推
荐）数据分析算法

处于行业的平均
水平

在新能源车/车联网充电智能
化服务领域，提升服务商的服
务智能化应用能力

2
政府区域经济
大数据分析模
型产品研发二
期

5,000,000 1,607,923.24 3,468,764.7 项目已于 2021 年 6 月结项， 已完成相关数据算法
模型与软件产品研发，获得 1项软件著作权

研发服务城市产业（县域农业
相关产业为主） 经济运行态势
的数据分析模型与决策服务产
品

处于行业平均水
平

以农业产业为核心的县域区
域的产业经济发展、招商引资
的科学化决策服务

3

基于物联网的
生态环保大数
据分析核心技
术产品研发二
期

26,500,000 3,100,407.42 3,960,554.64

研发进行中，已完成应用于城市污水治理与区域性
生态污染监管执法相关的软件产品，并根据客户和
业务部门反馈，进行了产品优化升级。 获得 2 项软
件著作权，2 项软件产品证书，1 项软件著作权正在
申请中

完成服务城市生态环保类场景
（如污水智能化治理运营、生态
污染监管执法等） 的相关大数
据分析产品

相关的数据优化
模型与大数据处
理能力处于行业
领先水平

环保治理相关领域（城市水务
处理、公安生态犯罪监管与执
法）智能化管理

4 农业数字化智
能技术产品 26,000,000 4,545,203.17 5,705,937.23

研发进行中，根据种子用户试用的反馈意见，对前
期研发的农业资源数字化与养殖管理基本版软件
进行了优化升级及功能扩展；种植管理产品原型已
启动研发。 获得 6 项软件著作权，4 项软件产品证
书，2项软件产品证书正在申请中

研发面向农业资源数字化管理
与养殖标准化管理的数字化软
件产品

相关数据分析模
型与产品应用能
力处于行业领先
水平

农业生产服务、养殖（如生猪）
领域的数字化与标准化服务

5
物流供应链大
数据分析技术
系统研发

7,380,000 3,013,099.62 7,426,386.58 项目已于 2021 年底结项， 已完成相关软件产品研
发，获得 3项软件著作权，3项软件产品证书

研发服务与目标行业（如农业/
商业类） 供应链特性的数据化
分析软件产品

相关数据分析模
型与产品应用能
力处于行业领先
水平

服务农业生产企业、商业流通
企业的供应链优化服务

6
行业数据智能
分析产品研发
二期

29,750,000 13,775,891.24 13,775,891.24

研发进行中，X 平台产品目前已经开发可试用版本
（V2.3），并开始在典型客户中销售，获得 1项软件著
作权，1 项软件产品证书，1 项发明专利正在申请
中；O平台已完成产品原型及 PRD设计， 确定了技
术实施方案；V平台已完成产品原型设计，7 月份考
虑客户市场需求与资源，申请暂停研发，集中研发
研发资源于 X平台。

研发建立面向商业多维数据应
用场景（如消费体验管理、服务
营销与医疗类专业分析） 的智
能化数据分析产品与 SAAS 云
产品服务能力

相关数据分析模
型处于行业领先
水平

多个商业领域（快消、通信、汽
车与医疗等）的业务全业务流
程的数字化建设

7
智慧旅游大数
据产品研发二
期

10,000,000 5,769,348.50 7,736,626.33
项目已于 2021 年底结项， 已完成相关软件产品研
发，获得 2项软件著作权，1项软件著作权和 2 项软
件产品证书正在申请中

多维数据智能分析募投项目下
子项目， 研发建立面向旅游行
业的数字化（业务分析、数字化
展示）能力

在地区/景区的多
维大数据可视化
分析能力方面处
于行业领先水平

在各地全域旅游的智能监管、
旅游区与特色服务（如景区、
民宿等）的数字化宣传与业务
运营方面，具有广泛用途

8
金融多维数据
分析服务平台
研发

2,250,000 1,443,540.24 2,174,719.33 项目已于 2021 年底结项， 已完成相关软件产品研
发，获得 2项软件著作权

研发服务金融信用多维数据评
估应用的基础支撑评估与对应
服务产品， 满足金融信用场景
对多源多维数据的全流程（接
入、分析与对外服务）服务能力

相关数据分析模
型处于行业领先
水平

金融服务机构、银行等的数据
化信用征信评估与画像分析

9
领域知识图谱
智能分析技术
研发

60,000,000 1,824,006.44 1,824,006.44

研发进行中，已完成服务该行业第 1 个典型业务图
谱分析模型的设计研发， 并完成对应产品原型设
计）， 获得 1 项软件著作权，1 项软件产品证书和 2
项发明专利正在申请中（2项发明专利已获得受理
通知书）， 后续将持续研发多个场景的业务图谱分
析模型和产品

针对特定行业领域的业务大数
据，通过 AI技术研发构建该行
业多个场景相关的专业知识图
谱模型与相关服务产品

相关数据分析技
术算法模型，达到
行业领先水平

服务目标行业的多个业务应
用场景，基于知识图谱支撑重
大业务决策、提升基层业务分
析的深度和实战化支撑

10
行业数据应用
智能管理运营
平台研发

40,000,000 3,784,236.19 3,784,236.19
研发进行中，已完成 2 个场景（工业控制的智能机
器人巡检分析和烟草终端用户服务）的相关分析系
统 V1.0版本研发，， 并进行了种子客户现场部署试
用；2项软件著作权正在申请中

针对以硬件采集与软件分析结
合的数据化应用场景（如工业
控制、烟草服务等），实现一体
化的（硬件与）现数据化应用与
运营的平台化、自动化

相关数据分析模
型处于行业领先
水平

服务于政府、商业等领域（如
工业、农业、烟草等）的相关场
景的硬件/软件结合的集成化
智能管理与服务

11
数字政府及数
字乡村信息服
务体系

4,000,000 2,894,996.85 4,004,387.22 项目已于 2021 年底结项， 已完成相关软件产品研
发，获得 7项软件著作权和 5项软件产品证书

研发面向服务政府与乡村振兴
相关场景（如农村旅游）的数字
化能力的软件产品

相关产品应用能
力处于行业领先
水平

地方政府，服务相关的地区旅
游发展与农村产业振兴

12
信唐普华工业
云服务平台建
设项目

2,050,000 1,708,048.86 1,708,048.86 项目已于 2021 年底结项， 已完成相关软件产品研
发，获得 1项软件著作权，1项软件产品证书

研发面向城市规模的工业云服
务平台相关产品， 能够实现全
市的工业数据集中/共享与业
务分析

处于行业平均水
平

省、市、区级工信局对辖区大
量工业企业的运行状况的实
时监管与产业发展分析

13
烟草行业消费
大数据智能分
析与应用研发

2,000,000 1,226,462.15 1,483,009.29 项目已于 2021 年底结项， 已完成相关软件产品研
发，获得 5项软件著作权

研发基于烟草消费数据的烟草
行业智能分析软硬件产品

相关产品处于行
业领先水平

全国各地烟草生产企业/销售
专卖局的相关产品研发与销
售服务方面，具有较广泛用途

14
CRM 大数据精
准营销核心技
术研发二期

9,000,000 3,953,936.69 3,953,936.69
研发进行中，SCRM 系统已完成四个基础业务功能
模块的研发；数据分析平台已完成一项核心算法模
型及常规分析看板可视化研发，1 项软件著作权正
在申请中

在一期基础上， 研发能够服务
SCRM 模式的数据化营销与运
营数据分析产品

处于行业平均水
平

在多个商业领域（如快消、美
妆、运动服装等）企业的会员
服务优化/SCRM 营销提升与
运营服务领域，具有广泛用途

15
基于快消行业
的数字化营销
运营系统

2,880,000 1,296,630.61 1,296,630.61 项目已于 2021年底结项，获得 5项软件著作权

从宏观上看， 行业客户使用平
台后， 可以有效提升商业客户
数据获取能力、 数据整合分析
能力、 数据驱动业务的自动化
营销能力， 帮助客户打破数据
壁垒，提高数据运营能效

处于行业平均水
平

利用数据输出驱动业务增长，
赋能客户数据能力，大力提升
客户的数据化营销水平，降低
成本，增加消费者对品牌的粘
性，保持销售业绩的稳定和增
长。 对应整个行业健康、高效
运营都大有裨益

合计 / 229,560,000 51,670,375.96 65,036,660.59 / / / /

情况说明
无
四、《2021年年度报告》“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五、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之“（三）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修订前：
√适用 □不适用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数占总资产的比例（%）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占总资产的比例（%） 本期期末金额较上期期末变动比例
（%） 情况说明

衍生金融资产 0 0.00 67000 0 -100 主要系本年收购信唐普华产生的或
有对价所致

应收票据 300000 2.00 0 0

预付款项 1596676.5 11.00 1224864.8 0.09 30.36 预付供应商款增加

存货 39166548 270.00 23175339 1.62 69 已执行未确认收入项目增多

合同资产 3023841.8 21.00 1644682.7 0.12 83.86

其他流动资产 2761724.3 19.00 4479199.5 0.31 -38.34 主要是预交的税费

长期股权投资 19457183 134.00 3057789.3 0.21 536.32 新增联营及合营公司

长期待摊费用 1699053.6 12.00 795612.11 0.06 113.55 公司房租分摊

递延所得税资产 16127278 111.00 2292395.5 0.16 603.51 主要系信用减值损失计提增加所致。

合同负债 15521844 107.00 6746625.6 0.47 130.07 公司使用新租赁准则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20824946 144.00 8572294 0.6 142.93 主要系本期计提奖金下年发放所致

其他应付款 9421399.8 65.00 6199121.5 0.43 51.98 主要系本期支付专业机构费增加

递延所得税负债 0.00 1062574 0.07 -100 主要系本年应纳税暂时性差异金额
增加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427433.8 -3.00 -181170.1 -0.01 135.93 主要系汇率变动所致
修订后：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数占总资产的比例（%）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占总资产
的比例（%）

本期期末金额较上期期末
变动比例（%） 情况说明

衍生金融资产 - 67,000.00 - -100.00 主要系本年收购信唐普华产生的或有对价所致

应收票据 300,000.00 0.02 - 0.00 主要系期末收到还未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所致

预付款项 1,596,676.53 0.11 1,224,864.78 0.09 30.36 预付供应商款增加

存货 39,166,547.67 2.70 23,175,338.52 1.62 69.00 已执行未确认收入项目增多

合同资产 3,023,841.79 0.21 1,644,682.65 0.12 83.86 本期已验收尚未取得到收款权的项目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2,761,724.32 0.19 4,479,199.52 0.31 -38.34 主要是预交的税费

长期股权投资 19,457,182.71 1.34 3,057,789.30 0.21 536.32 新增联营及合营公司

固定资产 6,037,742.99 0.42 1,939,266.68 0.14 211.34 公司加大投入设备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1,699,053.64 0.12 795,612.11 0.06 113.55 公司房租分摊

递延所得税资产 16,127,277.88 1.11 2,292,395.49 0.16 603.51 主要系信用减值损失计提增加所致

合同负债 15,521,844.06 1.07 6,746,625.55 0.47 130.07 本期预收账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20,824,945.58 1.44 8,572,293.98 0.60 142.93 主要系本期计提奖金下年发放所致

其他应付款 9,421,399.76 0.65 6,199,121.53 0.43 51.98 主要系本期支付专业机构费增加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1,693,803.29 0.81 - 100.00 公司使用新租赁准则所致

租赁负债 7,985,992.52 0.55 - 100.00 公司使用新租赁准则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 1,062,574.01 0.07 -100.00 主要系本年应纳税暂时性差异金额增加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427,433.83 -0.03 -181,170.05 -0.01 135.93 主要系汇率变动所致

五、《2021年年度报告》“第六节 重要事项”之“十四、募集资金使用进展说明”之“（二）募投项目明细”
修订前：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是 否 涉 及
变更投向 募集资金来源 项目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1) 截至报告期末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2）
截至报告期末累
计投入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是否已结
项

投 入 进 度
是 否 符 合
计 划 的 进
度

投入进度未达计划的具体
原因

本项目已实现
的效益或者研
发成果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 变 化 ， 如
是，请说明具
体情况

节余的金
额及形成
原 因

AIOT 行 业 应
用解决方案云
平台项目

否 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 381,785,700.00 381,785,700.00 23,006,313.70 6.03 2023-12 否 否

2020 年初开始由于疫情影
响，研发项目对应的多个重
点行业（如快消、汽车、旅游
等）， 客户需求大规模滞后
或调整， 市场环境更为复
杂，从谨慎角度出发，为确
保募投资金合理使用，公司
相应调整对应研发项目的
建设规划，2020年仅进行必
要的研发人员投入。 21 年
Q2 开始， 随着市场需求逐
渐恢复，公司开始相应恢复
产品研发投入 ，21 年下半
年开始加速。 同时， 所有
产品部署所需的支撑软硬
件和云服务的投入，均计划
后延到 2022 年， 待市场环
境成熟且所研发产品基本
成型后，再实际进行大规模
投入。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基于多维度数
据的智能分析
平台

否 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 150,797,000.00 150,797,000.00 38,562,973.09 25.57 2023-12 否 否

在研发项目实际执行中，受
疫情影响，相关行业客户实
际产品服务需求与采购意
愿存在暂停和延后，为了降
低募投投入风险和期间运
营成本，软件研发类的人员
投入继续进行，公司也相应
减少硬件网络体系投入建
设，研发人员的相关投入仍
趋于稳定。 此外，募投规划
中，项目前期大多聚焦模型
算法与对应软件产品功能
的研发测试（主要以研发人
员的相关投入为主）， 后期
才会陆续进行相关云服务
基础支撑能力的建设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用于收购股权
支付对价 否 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 27,989,493.37 27,989,493.37 27,989,493.37 100.00 - 是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修订后：

项目名称 是 否 涉 及
变更投向 募集资金来源 项目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1) 截至报告期末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2）
截至报告期末累
计投入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是否已结
项

投入进度是
否符合计划
的进度

投入进度未达计划的具体
原因

本项目已实
现的效益或
者研发成果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 变 化 ， 如
是，请说明具
体情况

节余的金
额及形成
原 因

AIOT 行 业 应
用解决方案云
平台项目

否 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 381,785,700.00 381,785,700.00 23,006,313.70 6.03 2023-12 否 否

因疫情等综合原因导致目
标整体市场需求后延，从而
延后物联网相关研发与建
设类投入导致。
本募投项目为建设基于物
联网、AI算法与行业大数据
结合的智能分析应用云平
台。 该项目建设内容除核心
的数据智能分析应用能力
外，涉及大量底层物联网智
能化服务能力建设，包含与
物联网相关的研发人员和
物联网业务支撑云环境（物
联网软硬件、云与网络带宽
等）等资源投入。
自 2020 年以来， 疫情对该
募投项目的影响日趋扩大：
一方面相关行业客户对疫
情期间业务发展呈保守态
势，募投项目中涉及的大量
物联网智能服务硬件投入
相应延后；另一方面，受疫
情影响，募投项目的现场实
施受各地防控措施影响而
延后，从而导致实际投入未
达预期。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基于多维度数
据的智能分析
平台

否 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 150,797,000.00 150,797,000.00 38,562,973.09 25.57 2023-12 否 否

因疫情持续影响客户市场
需求，导致募投项目中基础
产品研发实施计划相应调
整后延， 相关投入相应后
延，晚于原规划。
本项目主要建设面向多个
重点服务行业的多维大数
据的产品化云平台服务。 规
划中前期时间主要完成基
础核心软件产品研发，期间
建设内容以多行业的分析
软件产品研发（原型设计、
开发和测试等）为主，投入
主要为相关的软件研发人
员与支撑的软硬件/云与网
络环境。
2020 年 7 月实际开始实施
后，由于产品目标行业（如
快消、汽车与旅游等）受疫
情影响日趋明显，研发中原
需行业客户配合完成的工
作（需求调研、原型设计与
客户论证）， 因客户方聚焦
疫情应对，普遍降低或推迟
交流合作意愿，导致进度明
显滞后，产品设计完备性风
险加大。 为确保投入有效
性， 公司相应延后研发节
奏，期间以投入核心设计人
员为主。 软件进度后移也相
应导致支撑资源投入相应
延后，从而导致实际投入未
达预期。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用于收购股权
支付对价 否 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 27,989,493.37 27,989,493.37 27,989,493.37 100.00 - 是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特此公告。

北京慧辰资道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