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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 201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无异议，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00,75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 元（含
税）
，送红股 0 股（含税）
，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国脉科技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2093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程伟熙

张文斌

办公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江滨东大道 116 号

福建省福州市江滨东大道 116 号

电话

0591-87307373

0591-87307399

电子信箱

zq@gmiot.com

ir@gmiot.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聚焦5G、物联网发展战略，主营业务方向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主动优化业务结构，剥离低毛利率业
务，集中人力、财务、技术资源聚焦5G、物联网相关核心业务的布局与拓展，打造高品质的科技企业。
公司主营业务类型包括：物联网技术服务、物联网咨询与设计服务、物联网科学园运营与开发服务、教育服务。
物联网技术服务：主要为政府、电信、交通、医疗、教育、金融等不同行业客户面向物联网领域提供IT系统架构设计、
软硬件设备集成、平台运营及维护、物联网终端设备销售等服务，产品类型包含了物联网终端、云计算、海量存储、网络和
数据安全、数据中心机房等物联网综合技术解决方案。
物联网咨询与设计服务：主要为运营商4G/5G通信网、物联网建设提供从咨询规划、设计、优化到维护的一体化解决方
案，保证运营商物联网网络的高效、稳定及可持续发展。
物联网科学园运营与开发服务：围绕“产业+园区配套”的发展摸式，聚集物联网创新人才团队，通过依托公司的资金和
运营平台，形成研发、孵化、产业化以及配套的一体化服务体系，为物联网高科技产业生态园提供运营与开发服务，使其成
为具有区域影响力的物联网科技创新产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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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服务：提供全日制高等专业教育、各种形式的非学历教育。公司全资举办的福州理工学院目前建设有物联网产业专
业群、云计算与大数据产业专业群和大健康产业专业群，在物联网工程、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网络工程、软件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生物技术、生物信息和智能科学与技术等的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科研等方面与公司的物联网发展战略
紧密结合，成为公司研发创新、物联网业务场景应用以及人才培养的基地与创新项目孵化平台。学院在产、学、研深度融合
的模式为公司业务和技术发展带来的良好的协同效应，支撑公司战略发展，同时也促进了福州理工学院学科建设与发展。
（二）客户所处行业情况、对公司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公司主要客户为电信、政府、企业、教育、金融、交通、医疗等行业的大中型用户。
1、电信客户所处的行业：正式发放5G商用牌照，大规模建设即将启动
5G作为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演进升级的重要方向，是实现万物互联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
驱动力量。加快5G发展，深化5G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融合应用，将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发展带来全方位、
深层次影响。工业和信息化部召开专题会议明确加快5G商用步伐，制定和优化5G网络建设计划，加快5G特别是独立组网建
设步伐，切实发挥5G建设对“稳投资”、带动产业链发展的积极作用。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报道数据，截至2019年末全
国已开通12.6万个5G基站，2020年将是5G基站大规模建设期，5G将逐步部署到全国各个城市。
作为国内专业的通信网络技术服务商，公司将不断加强下一代通信技术的储备和研究，积极参与运营商5G试点的建设
工作，积极开展关键技术的研究、跟踪、研发及人员培养，为5G建设提供优秀的信息通信技术服务，抢占技术及人才的制
高点。
2、政府、企业、金融、交通、医疗等客户所处的行业：5G+应用场景，创造万亿级规模产业
5G时代,网络将以全新的架构,提供十倍甚至百倍于4G的连接速率、低至毫秒级的传输时延和千亿级的连接能力, 5G将信
息技术产业的市场外延从“人与人”扩展到“人与物”、“物与物”，连接规模和流量都将呈倍数增长，根据GSMA（全球移动通
信系统协会）和物联网安全创新实验室统计和预测，截至2019年第三季度，中国授权频段蜂窝物联网终端连接数量达到9.2
亿，预计到2025年该数值有望突破19亿,这将重构工业、医疗、交通、金融、教育、文化、能源等众多领域的生产和服务方
式。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报道数据，预计未来5年，5G将间接拉动经济总量24.8万亿元。
随着5G、物联网与传统产业、前沿技术的融合将使各种创新接连不断、商业模式层出不穷，以福州理工学院作为创新
融合基地与人才储备基地，结合公司的产业经营，研发5G与前沿技术在多个垂直邻域的实验和具体运用，将加速应用场景
的落地，为公司拓展新的业务范畴带来更多的机会。
3、教育行业
2016年11月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决定》。2016年12月底，国务院印发了《国务院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
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6〕81号），教育部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了《民办学校分类登记实施细则》（教发〔2016〕
19号）《营利性民办学校监督管理实施细则》（教发〔2016〕20号）。上述法律的修订与文件的出台对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
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做出了制度安排，对公司教育业务的稳步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支持。
2017年以来国家教育部关于高校“新工科”建设历次会议和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均把发展新兴工科专
业、推进“互联网+教育”作为重要任务目标和内容，福州理工学院坚定支撑公司面向5G、物联网长期发展战略，打造“互联
网+”和“物联网+”专业群，发展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生物信息学等新兴工科专业，加快建设在
线教育平台和课程资源，将现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入教育教学，打造智慧学习环境，探索实施智能化的精准教育。
2018年12月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十五条措施的通知》、2019年1月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
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和2019年9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6部门印发《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随着我国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加快，各行各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越来越紧迫，职业教育重要地位和
作用越来越凸显。政府通过财政、税收、土地、金融等优惠政策加快建立有利于促进产教融合的体制机制，发挥企业重要主
体作用，构建产教深度融合、校企协同育人、完善需求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为国家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公司
积极研究相关政策落地执行情况并制定对应措施。公司坚持产教融合的新路径，坚持产学研、产教深度融合，入选福建省首
批建设培育产教融合型企业名单。学院在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模式为公司业务和技术发展带来的良好的协同效应，支撑公
司战略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营业收入

524,079,679.23

983,403,674.23

-46.71%

1,516,470,286.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6,647,515.69

130,240,309.74

-18.11%

162,804,899.42

65,541,251.20

76,296,720.78

-14.10%

128,513,690.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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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2,846,662.72

102,011,866.75

59.64%

221,308,953.2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63

0.1309

-18.79%

0.164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59

0.1293

-18.10%

0.16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8%

4.21%

-0.93%

5.54%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4,373,640,033.33

4,517,540,557.63

-3.19%

4,680,245,048.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327,669,459.72

3,176,353,457.65

4.76%

2,997,549,678.11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131,913,939.83

123,288,707.95

102,297,404.44

166,579,627.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787,789.39

36,977,902.77

21,491,419.11

12,390,404.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873,749.70

29,267,155.73

13,126,771.60

-2,726,425.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91,305.64

2,236,264.35

150,354,122.63

13,847,581.3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65,738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92,246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0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林惠榕

境内自然人

21.90%

220,653,000

质押

107,881,701

陈国鹰

境内自然人

21.56%

217,234,000

质押

146,700,000

福建国脉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71%

57,558,348

12,776,832 质押

45,192,590

林金全

境内自然人

5.46%

54,992,258

北京中财裕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
其他
财定增宝 5 号私募基金

2.51%

25,314,541

兴瀚资产－兴业银行－兴业银行股份
其他
有限公司

1.32%

13,317,814

隋榕华

境内自然人

0.57%

5,716,256

#龚维松

境内自然人

0.54%

5,397,00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其他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51%

5,150,81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
其他
城量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45%

4,58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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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林惠榕女士系陈国鹰先生之妻，林金全先生为陈国鹰先生岳父，
陈国鹰先生系福建国脉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陈国鹰先生、
林惠榕女士、林金全先生及福建国脉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一致行
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54.63%股份。除上述情况外，未知其他股东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中，龚维松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397,007 股。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5G时代,网络将以全新的架构,提供十倍甚至百倍于4G的连接速率、低至毫秒级的传输时延和千亿级的连接能力, 5G将信
息技术产业的市场外延从“人与人”扩展到“人与物”、“物与物”，连接规模和流量都将呈倍数增长，根据GSMA（全球移动通
信系统协会）和物联网安全创新实验室统计和预测，截至2019年第三季度，中国授权频段蜂窝物联网终端连接数量达到9.2
亿，预计到2025年该数值有望突破19亿,这将重构工业、医疗、交通、金融、教育、文化、能源等众多领域的生产和服务方
式。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报道数据，预计未来5年，5G将间接拉动经济总量24.8万亿元。
报告期公司经营情况如下：
（一）业务发展持续优化，经营效率大幅提升
公司在报告期内聚焦5G、物联网发展战略，主动优化业务结构，剥离低毛利率业务；2019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2,407.97
万元,同比下降46.7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664.75万元,同比下降18.11%；综合毛利率由去年同期的37.48%提
升至55.2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率，由去年同期的13.24%提升至20.35%，毛利率、净利率位居5G、通信行业前列，
根据WIND数据统计，截至本公告提交日公司毛利率居5G板块第一、通信行业第二，净利率居5G和通信板块前四，公司经
营效率大幅提升。
1、业务结构优化，聚焦核心主业
报告期公司主动优化业务结构，对非战略核心业务以及毛利率相对较低的业务进行了处置，集中人力、财务、技术资源
聚焦5G、物联网相关核心业务的布局与拓展，打造高品质的科技企业，逐步将综合毛利率提升至高新技术企业应有的高水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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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综合毛利率提升，经营效率和风险管控能力提升
通过剥离非战略核心和低毛利率业务，整体盈利效率的改善成效显著，报告期综合毛利率提升至55.25%，同比提高
17.77%；三项费用（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和财务费用）同比下降16.88%，资产负债率为24.17%，同比下降5.83%，有息负债
率仅为9.66%，财务状况愈加稳健，经营效率和风险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
3、教育规模持续扩大
报告期末福州理工学院在校生达到8673人，其中本科5394人，占比62.19%；专科3279人，占比37.81%。报告期学院新
增本科专业5个，2020年再获教育部批准新增3个本科专业，本科专业累计达到28个。理工学院现阶段规划可容纳学生12000
人，根据福建省教育厅、物价局文件，自2017年秋季起学院学费、住宿费标准由学校自主确定，本科生均学费较前一学年提
高11%-25%，随着本科专业的逐步新增，本科学生占比提升，办学规模持续扩大，教育收入持续增加。
（二）5G、物联网技术研发能力再提升
公司以理工学院为研发创新基地，持续投入，加强在5G、物联网等公司未来发展方向上的相关技术、运用场景和运营
模式研究和开发。加强信息通信技术的储备和研究，特别是5G关键技术、5G承载网、核心网等相关课题研究，并积极参与
运营商5G网络建设；重点关注关键技术的研究、跟踪、研发以及人员培养，从技术上保证了公司在信息通信技术服务、跨
行业物联网综合解决方案等业务的需求，同时提升公司跟踪前沿科技的综合实力，推动公司自主科技创新水平的不断提高。
报告期福州理工学院产学研研究课题109项，同比增长43%，发表论文97篇，同比增长23%；公司新增研发项目18项，
获得5G网络规划设计等知识产权35项，其中发明专利2项，软件著作权28项、实用新型5项，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累计获得
各类知识产权共计133项。
（三）产教融合成效显著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产教融合的新路径，坚持产学研、产教深度融合，入选福建省首批建设培育产教融合型企业名单。
学院目前建设有与物联网产业专业群、云计算与大数据产业专业群和大健康产业专业群，在物联网工程、电子信息工程、通
信工程、网络工程、软件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生物技术、生物信息和智能科学与技术等的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科研
等方面与公司的5G、物联网发展战略紧密结合，成为公司研发创新、5G、物联网业务场景应用以及人才培养的基地与创新
项目孵化平台。学院在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模式为公司业务和技术发展带来的良好的协同效应，支撑公司战略发展，同时
也促进了福州理工学院学科建设与发展。公司与福州市连江县人民政府共建“三创产教融合科技园”，以福州理工学院连江校
区为基础，共同打造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科技产业发展平台。
2019年，福州理工学院设立产教融合高层次人才引进基金，为公司未来发展“筑巢引凤”，作为福州市创业创新示范中心，
共计开展创新创业项目32项，增长28%，其中国家级项目5项；在中国大学生智能设计竞赛、全国高校经济学综合博弈实验
总决赛、第十二届福建省计算机软件设计大赛等赛事中荣获一等奖。
面对新的发展机遇，公司将持续聚焦5G与5G应用场景，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坚持以福州理工学院为基础的相关多元化
商业发展模式，坚持技术融合与创新，让企业的科技创新充满可持续的发展动力。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物联网技术服务

203,617,919.53

17,835,349.21

8.76%

-62.07%

258.96%

7.83%

物联网咨询与设计服
务

142,719,813.20 115,304,624.69

80.79%

6.28%

-2.14%

-6.95%

15,922,093.88

74.64%

-88.43%

-87.97%

2.82%

138,465,276.59 122,562,859.43

88.52%

22.11%

23.44%

0.96%

物联网科学园运营与
开发服务
教育

21,331,145.26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按业务年度口径汇总的主营业务数据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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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在报告期内聚焦5G、物联网发展战略，主动优化业务结构，剥离低毛利率业务；2019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2,407.97
万元,同比下降46.7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664.75万元,同比下降18.11%；综合毛利率由去年同期的37.48%提
升至55.25%。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2019年4月30日，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要求对
已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应按如下规定编制财务报表：
资产负债表中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行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增加“应收款项融资”项目，反映资产负
债表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等；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行项目拆分为“应付
票据”及“应付账款”。
利润表中在投资收益项目下增加“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号填列）”的明细项目。
2019年9月19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与
财会【2019】6号配套执行。
公司根据财会【2019】6号、财会【2019】16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比较报表，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变更了相关财务
报表列报。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修订）》（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
（2017 年修订）》（财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
（财会【2017】14 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
则。公司于2019年1月1日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对会计政策的相关内容进行调整，详见财务报表附注五、9。
于2019年1月1日之前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对金融
工具的分类和计量（含减值）进行追溯调整，将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即2019年1月1日）的新账
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2019年1月1日的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同时，公司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
2019年5月9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根据要求，公司对2019
年1月1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
进行追溯调整，公司于2019年6月10日起执行本准则。
2019年5月16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根据要求，公司对2019年1月1
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进行追溯调整，公司于2019
年6月17日起执行本准则。
上述会计政策的累积影响数如下：
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相应调整2019年1月1日递延所得税资产13,783.35元。相关调整对公司合并财
务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的影响金额为-74,260.29元，其中其他综合收益为434,260.17元、盈余公积为-3,213.30元、未
分配利润为-505,307.16元；对少数股东权益的影响金额为-5.46元。公司母公司财务报表相应调整2019年1月1日递延所得税资
产为5,670.52元。相关调整对公司母公司财务报表中股东权益的影响金额为-32,132.96元，其中其他综合收益为434,260.17元、
盈余公积为-3,213.30元、未分配利润为-463,179.83元。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分别经公司于2019年4月25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19年8月23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
第五次会议及于2019年10月25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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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内，公司无重大会计估计变更。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注销子公司
本公司于2017年8月启动全资子公司国脉科技（香港）有限公司注销计划，于2019年7月5日完成注销登记手续，自2019
年7月5日起，国脉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2）新设子公司
2019年7月2日本公司以现金出资的形式新设非全资子公司福建国脉养老产业有限公司，本公司持有60%的股权，为福
建国脉养老产业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陈国鹰先生持有40%的股权。自2019年7月2日起，福建国脉养老产业有限公司纳入本
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2019年11月19日，经国脉养老公司临时股东会决议通过，同意原股东陈国鹰先生将持有福建国脉养
老产业有限公司40%的股权转让给徐鲜荷女士，截止报告日止徐鲜荷女士实缴注册资本400万元。

（4）对 2020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20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下降 50%以上
净利润为正，同比下降 50%以上
2020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66.47%

至

-49.70%

2020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
间（万元）

1,200

至

1,800

2019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
元）

3,578.78
报告期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公司经营带来了暂时的影响。全国各
省、市相继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各地采取交通管制、
封闭社区、延长春节假期、企业延期复工等多种措施应对疫情。受到上述
因素影响，公司一季度业务开展、结算和开票工作无法按期完成。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随着国家加快 5G 建设，公司对全年经营发展保持乐观。党中央和国家各
级政府部门部署加快以 5G、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我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将进入新一轮的快速增长期。与此同时，
运营商 5G 资本开支大幅增加，根据三大运营商和中国铁塔公布的 2020 年
度预期资本开支计划，其中 5G 相关投资额预计达到 1,973 亿元，是 2019
年 5G 投资额的 4 倍多。截至公告日公司已全面复工复产，运营商快速启
动 5G 网络设备和设计服务集中采购招标工作，公司将积极参与运营商的
5G 投资建设，提升 5G 业务规模。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学华
2020 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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