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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图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情况介绍 

 

一、发行人业务开展情况、主要客户供应商变化情况等 

（一）发行人业务开展情况 

公司主要从事应急通信系统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主要产品包括应急广播系

统等。公司研发的应急广播系统作为一种迅速快捷的应急通信渠道，可在发生重

大自然灾害、公共卫生、恶性刑事恐怖事件等突发公共危机时，第一时间把相关

信息及应对措施通过多种传输方式向民众传达，将社会公共资源和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损失降到最低。 

公司主要通过招投标获得业务，主要客户为主持建设应急广播系统的广电

局、宣传部、电视台等各地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同时通过向系统集成商销售的

方式扩大业务范围。经过近十年在应急通信领域的深耕，公司产品和服务建立了

良好的品牌形象，公司人员深入到客户需求最前端，全面了解现场需求与使用情

况，并把信息反馈给公司相关开发人员以进行产品更新迭代，在业界积累了良好

的口碑。在此次新冠疫情期间，公司研发建设的应急广播系统在疫情抗击中起到

了重要作用。 

公司目前已通过 ISO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2004 环境管理

体系认证、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3C 强制性认证，并取得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广

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证、信息系统集成四级证书等业务资质。与此同时，公司

亦参与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监管中心《应急广播调度控制与传输覆盖标准体

系》（201315）以及《国家应急广播系统终端响应和控制关键技术研究》（201348）

相关研究和应用示范工作，并且参与起草了《应急广播安全保护技术规范 数字

签名（GD/J 081-2018）》、《模拟调频应急广播技术规范（GD_J 085-2018）》、

《有线数字电视应急广播技术规范（GD_J 086-2018）》、《应急广播大喇叭系

统技术规范（GD_J 089-2018）》等行业规范。 

公司自 2012 年设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应急通信领域的技术积累，以及相关

软硬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发行人客户和供应商变化情况 

公司通过“直销+系统集成商”的方式实现销售。 

应急广播系统主要由各地方政府单位、事业单位如广电局、宣传部、电视台

等主持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中央专项资金、地方财政等。公司主要通过招投标

的方式面向上述地方政府单位、事业单位实现直接销售。 

由于上述地方政府单位、事业单位在采购应急广播系统的过程中，存在由系

统集成商获取相关业务的情形，上述系统集成商不具备应急广播系统核心产品的

生产能力，因此存在对外采购应急广播系统核心产品的需求。公司主要通过商务

谈判的方式获取上述系统集成商的业务。 

公司设有专门的采购部门具体负责原材料、第三方产品采购事宜，主要系协

同生产部门根据订单量和生产计划，并结合仓库库存来确定合理的采购计划，主

要采购原材料包括电路板、机壳、电线、变压器、扬声器等。同时，公司还有一

定数量的劳务采购。 

报告期内，发行人业务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客户类型和供应商保持相对稳

定，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二、公司财务状况 

公司财务状况主要包括 2018 年末/2018 年度、2019 年末/2019 年度、2020

年末/2020 年度、2021 年半年末/2021 年半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与公司报送的

第四期辅导工作进展材料的财务状况相比，增加了 2021 年半年末/2021 半年度未

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1.06.30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资产总额 257,519,833.85 277,296,163.57 163,316,063.55 109,748,309.99 

负债总额 154,092,411.78 174,374,818.62 113,578,669.14 65,539,254.93 

所有者权益合计 103,427,422.07 102,921,344.95 49,737,394.41 44,209,055.06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权益合计 
103,427,422.07 102,921,344.95 49,737,394.41 44,209,055.06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50,827,221.48 193,501,682.49 95,527,831.24 78,680,001.21 

营业利润 14,818,691.30 53,390,079.76 11,076,280.34 14,060,371.70 

利润总额 14,926,668.68 53,447,531.10 11,025,822.47 13,915,188.15 

净利润 13,074,357.12 46,258,355.18 10,143,622.92 12,403,250.83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净利润 
13,074,357.12 46,258,355.18 10,143,622.92 12,403,250.83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421,719.05 35,907,657.84 29,754,235.03 11,471,203.65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0,833,741.58 -40,905,599.35 -11,172,134.34 5,558,114.70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2,716,063.75 26,196,902.46 -7,340,580.77 -21,215,396.02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46,971,524.38 21,198,960.95 11,241,519.92 -4,186,077.67 

期末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余额 
13,353,919.53 60,325,443.91 39,126,482.96 27,884,963.04 

4、缴税及借款还本付息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1.06.30/ 

2021 年 1-6 月 

2020.12.31/ 

2020 年度 

2019.12.31/ 

2019 年度 

2018.12.31/ 

2018 年度 

所得税费用（元） 1,852,311.56 7,189,175.92 882,199.55 1,511,937.32 

流动比率（倍） 1.26 1.29 1.22 1.62 

速动比率（倍） 0.79 0.94 0.83 1.22 

资产负债率（合

并） 
59.84% 62.88% 69.55% 59.72% 

息税折旧摊销前

利润（元） 
16,436,242.79 54,736,943.58 12,547,099.92 15,681,953.74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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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图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图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解决措施及时间安排 

 

一、发行人上一阶段问题的解决情况 

（一）股东核查 

主要问题： 

发行人系新三板挂牌公司。发行人自 2021 年 5 月 28 日发生首笔股份交易以

来，截至目前已出现多笔股份交易。 

针对发行人新三板挂牌期间的股份交易，审核主要关注是否存在“三类股东”、

是否存在股份代持、是否存在利益输送以及交易价格是否异常等事项。 

解决情况： 

保荐机构督促公司关注新三板市场的股份交易情况，关注股东是否存在三类

股东，并将根据审核问答的要求对“三类股东”进行核查和披露；保荐机构将关

注并核查是否存在股份代持、是否存在利益输送以及交易价格是否异常等事项，

并督促公司切实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二、发行人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解决措施 

自 2021 年 8 月 27 日报送第四期辅导工作进展报告至本文件出具日，暂无其

他主要问题。 

 

三、时间安排 

根据公司的资本运作计划、辅导工作计划及其实施的需要，目前辅导机构已

与发行人就相应问题做好沟通和安排，上述问题预计会在辅导结束前得到解决。 

（以下无正文）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杭州图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期辅导工作进展报告 

 

杭州图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辅导对象”）拟申请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

券”）作为辅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2020 年修订）》《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监管规定》等有关规定，以及《杭州图南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协议》相关约定开

展辅导工作。现就本期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辅导工作开展情况 

（一）辅导人员 

根据海通证券与图南电子签订的辅导协议及制定的辅导计划，海通证券派出

了陈金林、王显、张华阳、黄超、梁宇谦、朱云祥六名辅导人员组成辅导小组对

图南电子进行辅导，其中陈金林担任组长。上述人员均未同时担任四家以上企业

的辅导工作，符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二）辅导时间及方式 

本期辅导自 2021 年 8 月至本报告出具之日。 

本次辅导期间，海通证券辅导工作小组按照已制定的辅导机构工作计划及实

施方案，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开展如下工作：以跟踪和落实前期辅导重点事项为

主线，通过召开中介协调会、访谈、询问等多种方式开展辅导工作；开展尽职调

查工作，全面深入调查、了解辅导对象经营管理、公司治理、财务、业务等方面

状况；进一步讨论公司须改进事项；进一步讨论确定公司未来募集资金使用事项；

进一步完善辅导工作底稿；帮助辅导对象及时了解证券监管部门有关政策动向。 

（三）辅导的主要内容 



本期辅导工作的具体内容主要如下： 

1、开展法律、业务及财务尽职调查 

辅导机构向图南电子发送了有关法律、业务、财务等方面的全面尽职调查清

单，并结合公司最新提供的工商资料、三会文件、业务合同、财务明细账，深入

了解公司设立、规范运作、财务、业务等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并持续调查图南

电子是否存在对持续经营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因素及这些因素可能带来的主要

影响。 

2、帮助公司完善内部控制，健全财务管理体系 

辅导机构帮助公司健全相关的财务管理体系，完善内控制度、内部决策制度

和激励制度，并使其得到切实有效的执行，杜绝会计虚假和越权审批等不规范行

为。 

3、协助公司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辅导机构帮助公司进一步规范法人治理结构，明确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

会及其高级管理人员的责权范围和义务，协助发行人了解担任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人员要求并进行规范，协助发行人践行独立董事制度，协助发行人了

解并完善专业委员会、内部审计等治理机制，促使公司进一步规范运作。 

4、协助公司讨论确定未来募集资金使用事项 

辅导机构根据公司所处行业状况，结合公司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协助公司制

订初步发展目标和发展规划；协助公司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认真筛选和充分

论证，确保项目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方向并具有良好发

展前景，切实对广大投资者负责。 

（四）证券服务机构配合开展辅导工作情况 

辅导对象聘请了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

作为证券服务机构协助海通证券进行辅导。本辅导期内，上述证券服务机构均按

照《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要求，协助海通证券切实履行辅导协议和辅导计划，勤勉尽职、诚实守



信，使辅导工作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二、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一）发行人上一阶段问题的解决情况 

1、股东核查 

主要问题： 

发行人系新三板挂牌公司。发行人自 2021 年 5 月 28 日发生首笔股份交易以

来，截至目前已出现多笔股份交易。 

针对发行人新三板挂牌期间的股份交易，审核主要关注是否存在“三类股

东”、是否存在股份代持、是否存在利益输送以及交易价格是否异常等事项。 

解决情况： 

保荐机构督促公司关注新三板市场的股份交易情况，关注股东是否存在三类

股东，并将根据审核问答的要求对“三类股东”进行核查和披露；保荐机构将关

注并核查是否存在股份代持、是否存在利益输送以及交易价格是否异常等事项，

并督促公司切实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二）发行人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解决措施 

自 2021 年 8 月 27 日报送第四期辅导工作进展报告至本文件出具日，暂无其

他主要问题。 

三、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 

下一阶段的辅导人员仍以本期辅导人员为主，如发生变化将履行变更和报告

程序。 

下一阶段的主要辅导内容如下： 

1、继续对公司进行全面尽职调查，对发行人生产经营、业务与技术、财务

运作、内部控制等方面继续进行深入和全面的核查与规范； 

2、根据辅导工作计划及实施方案，通过集中授课、案例学习、协调会等方



式，督促辅导对象持续学习和遵守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内部控制和信息披露方面

的要求； 

3、结合相关案例分析，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交流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避免公司今后出现类似情况； 

4、总结当期辅导工作，提出公司仍需改进的事项，完善辅导工作底稿； 

5、及时关注资本市场政策，推进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工作事宜。 

（以下无正文） 





杭州图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辅导工作的评价意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 

本公司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于 2020年 9月签

署了辅导协议，并于当月向贵局报送了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备案

登记材料。截至目前，第五期辅导工作已完成。 

本公司认为，海通证券按照《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切实履行了辅导协议和辅导计划，

勤勉尽职、诚实守信，使辅导工作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杭州图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对杭州图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配合辅导工作开展的评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与杭州图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图南电

子”）签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协议》，并于 2020 年 9 月在贵局进行

辅导备案登记以来，已按照中国证监会和贵局的有关规定对图南电子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有公司 5%以上（含 5%）股份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或其法定代表人）等辅导对象进行了辅导，迄今辅导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在前期辅导工作过程中，图南电子对上市辅导工作高度重视，积极参与、配

合辅导机构的工作，为辅导工作提供了必要的工作场所，与辅导机构保持密切沟

通，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尽职调查资料。辅导对象及其他接受辅导人员均能积极配

合辅导计划的开展，认真听取辅导机构提出的规范运作建议，对我公司提出的整

改意见认真研究并落实有关整改措施，能够取得预期的辅导效果。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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