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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2-001 

投资者关系活动类

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活动参与人员 董事长：陈维先生 

独立董事：叶宇煌先生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张文斌先生 

线上参与公司国脉科技 2021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投

资者 

时间 2022年 05 月 13日（星期五）下午 15:00-17:00 

地点 “国脉科技投资者关系”微信小程序 

形式 线上文字问答 

交流内容及具体问

答记录 

1、问：请问国脉大学养老项目在 2021年是否已经产生

效益？未来前景如何？预计在 2022年 2023年能为公司

增加多少收益？ 

答：您好！“国脉大学养老”是公司基于前沿技术的融

合与创新所形成的又一应用场景。公司希望通过此项目

形成基地示范效应，逐步将成熟、可复制的创新业务模

式向社会推广，解决行业痛点。国脉智慧健康产业示范

基地目前已完成基础设施建设，2021年已开展部分会员

推广活动。基于目前的市场反馈情况及国家出台的产业

相关支持政策，公司对该项目充满信心，未来具体收益



情况请持续关注公司定期公告。谢谢您的关注！ 

2、问：请问国脉科技 4 月份以来股价大幅回落，公司

是否有提振股价的举措？目前相关政策对公司未来发

展有哪些有利因素？公司未来发展的着力点主要倾向

于哪方面？ 

答：您好！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如达到监管部

门规定的股份回购条件，公司董事会将积极研究相关方

案 ， 具 体 信 息 请 以 公 司 指 定 信 息 披 露 网 站

（www.cninfo.com.cn）的公告为准。 国家出台的《中

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

景目标纲要》、《“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健

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等战略规划，加大 5G 网络、

大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及支持本科职

业教育发展等支持政策对公司未来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公司未来将持续加大 5G 的投入，坚持并巩固在信息通

信技术服务的领先优势，继续聚焦并强化 5G 技术服务

领域，深度参与国家 5G 网络建设，提升效率和服务能

力，助力网络强国建设。并基于多年来在物联网、通信、

教育、医疗行业的储备，推动“智慧大学养老”项目的

发展，通过身联网技术正式进军大健康产业。同时，公

司将继续坚持产学研、产教深度融合，促进企业与三院

（国脉科技研究院、国脉通信规划设计院、福州理工学

院）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创新创业等方面的有机衔

接和协同。加强产教融合双师型队伍、科技创新平台建

设，推动理工学院学科专业建设与企业产业发展紧密对

接，推进创新成果和核心技术产业化。谢谢您的关注！ 

3、问：请问陈维董事长，你对公司的发展有信心吗？

你是否敢于增持自家的股票？ 

答：您好！公司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为维护公司价值



及股东权益，如达到监管部门规定的股份回购条件，公

司董事会将积极研究相关方案。具体信息请以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网站（www.cninfo.com.cn）的公告为准，谢

谢您的关注！ 

4、问：请问公司家族成员（林金全），减持股份是否

真的自己缺钱了，还是看透了公司。若不是，能不能承

诺公司市值不到 100亿决不减持。 

答：您好！股东林金全因年龄及个人资产安排于 2021

年 10 月发布减持计划。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

心和对公司价值以及当前市场环境的整体判断，减持计

划期间未通过任何方式减持公司股份。谢谢您的关注！ 

5、问：您好，公司有 10亿做理财，为什么不增持自家

的股票 。谢谢 

答：您好！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如达到监管部

门规定的股份回购条件，公司董事会将积极研究相关方

案 。 具 体 信 息 请 以 公 司 指 定 信 息 披 露 网 站

（www.cninfo.com.cn）的公告为准，谢谢您的关注！ 

6、问：您好！我是关注贵公司的投资者，能不能描述

一下贵公司今后的战略安排？ 

答：您好！公司将持续加大 5G 的投入，坚持并巩固在

信息通信技术服务的领先优势，继续聚焦并强化 5G 技

术服务领域，深度参与国家 5G 网络建设，提升效率和

服务能力，助力网络强国建设。并基于多年来在物联网、

通信、教育、医疗行业的储备，推动“智慧大学养老”

项目的发展，通过身联网技术正式进军大健康产业。同

时，公司将继续坚持产学研、产教深度融合，促进企业

与三院（国脉科技研究院、国脉通信规划设计院、福州

理工学院）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创新创业等方面的

有机衔接和协同。加强产教融合双师型队伍、科技创新



平台建设，推动理工学院学科专业建设与企业产业发展

紧密对接，推进创新成果和核心技术产业化。谢谢您的

关注！ 

7、问：能否拆分一下 Q1各业务板块的营收情况？ 

答：您好！2022 年 Q1 物联网服务业收入占比 56%，教

育服务收入占比 41%，谢谢您的关注！ 

8、问：国脉科技高达 15亿的存货，有多少是投入到国

脉养老学院的？ 

答：您好！存货具体构成情况请参考 2021 年度报告之

合并财务报表注释，谢谢您的关注！ 

9、问：公司今年经营状况如何，有受疫情影响吗？ 

答：您好！目前公司经营情况良好，受疫情影响较小。

谢谢您的关注！ 

10、问：请问公司在物联网咨询、设计业务上，与同行

其他公司相比有何优势？ 

答：您好！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具有三甲通信规划设计

资质的民营设计企业，公司积累了二十余年的通信规划

设计服务经验，拥有丰富项目管理和雄厚技术实力的技

术服务团队，能够提供包括有线通信、无线通信、通信

铁塔、传输、核心网等在内的全业务通信网络勘察、规

划和设计服务，建立了良好的品牌优势。同时公司拥有

全资举办的福州理工学院，通过在专业设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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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其他物联网咨询、

设计同行构成独特优势！谢谢您的关注！ 

11、问：年轻的新董事长陈维先生，有没有信心带领公

司走出一个新的未来 

答：您好！我对公司的发展充满信心，谢谢您的关注！ 



12、问：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1 年 10 月 30 日披露了《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

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1—041） 大股东林金

全先生当时披露减持公司股份的原因是什么?现在减持

期届满，该股东却未减持公司股份，原因又是什么?要

知道大股东的增减持态度严重影响投资者对公司价值

的判断。 

答：您好！股东林金全因年龄及个人资产安排于 2021

年 10 月发布减持计划。现减持期届满，股东林金全未

通过任何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系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

景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以及当前市场环境的整体判断。

谢谢您的关注！ 

13、问：你好，连江滨江花园 2022年会销售吗？ 

答：您好！连江滨江花园规划主要用于“国脉大学养老”

项目及福州理工学院的配套设施，谢谢您的关注！ 

14、问：想请教一下公司业务的地域范围主要是？在拓

展区域外业务上有哪些困难？ 

答：您好！公司业务范围涉及华东、华南、东北等全国

主要经济省份，拓展业务区域涉及人员配置、管理能力

延申、服务响应等跨区域协作工作，谢谢您的关注！ 

15、问：领导怎么估计智慧健康业务市场空间？公司在

智慧健康业务上的利润规模有多大？ 

答：您好！根据国家《“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健康服务业市场规模在 2020 年超过 8 万亿元，2030 年

将达到 16 万亿。公司通过身联网技术正式进军大健康

产业，让健康可计算，让前沿技术走进民生。谢谢您的

关注！ 

16、问：在数字经济建设方面，公司未来的发展计划是？ 

答：您好！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将为公司带来更为丰富



的业务机会，通过技术与传统产业的不断融合，助力公

司进入下一个万亿级规模的领域。在过去的几年里，公

司在不断探索前沿技术与大健康领域的融合创新。特别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公共卫生的重要性被人们重

新正视，这也更加坚定了公司将现有专业技术服务拓展

到公共服务的决心。国脉科技持续将战略聚焦于结合

5G、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的融合技术，深度

挖掘用户的“全面数字化”和“互联网化”需求，谢谢

您的关注！ 

17、问：公司去年综合毛利率创 8年来新高，请问今年

对于毛利率趋势怎么看？未来是否有足够的信心维持

较高毛利率水平？ 

答：您好！通过近几年剥离非战略核心和低毛利率业务，

公司整体盈利效率的改善成效显著，2021年综合毛利率

提升至 67.87%，创近八年新高；公司管理层将持续聚焦

高毛利业务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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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您的关注！ 

18、问：请问贵公司针对维护公司股价有什么措施吗？

估计至 3月 30以来暴跌 20%以上，市场上绝大部分公司

股价都进行了修复。但是公司股价却一直在低位震荡。

如果有措施请回答 

答：您好！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价情况，为维护公司价值

及股东权益，如达到监管部门规定的股份回购条件，公

司董事会将积极研究相关方案。具体信息请以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网站（www.cninfo.com.cn）的公告为准，谢

谢您的关注！ 

19、问：公司的理财业务目前有没有亏损？多大规模？

谢谢 

答：您好!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主要为银行结构性存款，



风险较低，均取得正常收益，无亏损！谢谢您的关注！ 

20、问：公司业务在华东地区相对集中，营收占比较高，

想了解一下公司未来拓展其他地区业务的策略是怎样

的？ 

答：您好！公司将基于客户需求和公司未来发展战略，

选择业务拓展区域，谢谢您的关注！ 

21、问：疫情有没有影响公司的经营？ 

答：您好！目前公司经营情况良好，受疫情影响较小。

谢谢您的关注！ 

22、问：想了解一下公司目前业务人员和研发人员的配

置情况。 

答：您好！根据 2021 年年度报告，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研发人员 309 人，业务人员 12 人。谢谢您的关

注！ 

23、问：公司有没有涉及数字货币领域？ 

答：您好！公司的主营业务是为运营商、政府、教育、

医疗等行业客户提供专业技术服务。此外，公司会根据

自身战略规划积极进行相关技术研究。谢谢您的关注！ 

24、问：去年公司的研发费用有所下降，请问是什么原

因？预计今年研发投入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答：您好！公司 2021年研发费用较 2020年有较小比例

下降，主要原因为公司调整研发人员机构及部分双师型

研发人员在全资举办的福州理工学院从事研发工作，公

司将在未来发展领域持续开展关键技术及应用研发，谢

谢您的关注！ 

25、问：公司涉及的相关概念颇多，请问最具核心竟争

力的是哪个行业和项目？企业转型创新发展，重点向哪

个方向发展？ 

答：您好！公司将持续加大 5G 的投入，坚持并巩固在



信息通信技术服务的领先优势，继续聚焦并强化 5G 技

术服务领域，深度参与国家 5G 网络建设，提升效率和

服务能力，助力网络强国建设。同时公司已做好往下一

代技术跨越的准备与新应用场景的延伸，业务从“专业

服务”向“公共服务”扩展，通过身联网技术正式进军

大健康产业，让健康可计算，让前沿技术走进民生。 

26、问：公司目前现金流充足，未来是否有投资收购计

划？ 

答：您好！公司持续关注在未来发展领域具有协同效应

的产业链相关企业，如有合适投资机会，公司将积极考

虑，也请各位产业链同行多多推荐，谢谢您的关注！ 

27、问：公司有没有 5g 设备基站？跟什么通讯公司有

订单合作？ 

答：您好！公司连续为中国联通、中国铁塔以及中国移

动等运营商提供 5G 无线网一体化设计、5G 配套传输网

络、5G配套基础设施等规划、设计服务。谢谢您的关注！ 

28、问：近年来公司的营收一直每年只有几亿，未来公

司能通过什么方式把营收做上去？ 

答：您好！公司关注的未来战略发展领域市场空间广阔，

董事会、经营管理层将积极投入时间、精力，为公司未

来发展持续贡献力量，谢谢您的关注！ 

29、问：国脉云健康医学中心项目终止后还有继续寻找

投资医学领域相关项目吗？ 

答：您好！公司持续关注在未来发展领域具有协同效应

的产业链相关企业，如有合适投资机会，公司将积极考

虑，也请各位产业链同行多多推荐，谢谢您的关注！ 

30、问：公司对 6g的投入有多大？ 

答：您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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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自身战



略规划积极开展关键技术的研究，为运营商网络长期演

进迭代储备技术和人才。谢谢您的关注！ 

31、问：请问公司参股的国脉生物公司盈利情况如何？

国家高度重视生物科学发展，国脉生物未来能否独立上

市？ 

答：您好！国脉生物经营发展良好，目前未收到独立上

市计划，谢谢您的关注！ 

32、问：去年子公司的营收怎么样？ 

答：您好！公司主要子公司经营状况正常，具体财务数

据详见公司 2021 年度报告之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

谢谢您的关注！ 

33、问：公司在全国有没有线下分公司网点，还是主要

布局福建省？ 

答：您好！公司业务范围涉及华东、华南、东北等全国

主要经济省份，谢谢您的关注！ 

34、问：公司未来营收增速是否有预期？公司有哪些准

备工作？ 

答：您好！公司持续加强未来发展领域关键技术及应用

研发投入，具有充足可用资金及较低的财务风险，为公

司未来业务发展提供坚实基础，谢谢您的关注！ 

35、问：公司主营业务到底是教育还是通讯服务？ 

答：您好！公司主营业务为运营商、政府、教育、医疗

等行业客户提供专业技术服务。谢谢您的关注！ 

36、问：股价常年表现很差，公司董事或者股东在今年

还会不会继续减持？或者说承诺未来时间不减持？ 

答：您好！目前公司未收到董事或股东减持计划，谢谢

您的关注！ 

37、问：未来公司有没有考虑过改名？ 

答：您好！目前公司未收到相关提议！谢谢您的关注！ 



38、问：公司子公司有没有上市计划？ 

答：您好！目前子公司未有上市计划。谢谢您的关注！ 

39、问：国脉大学养老项目请您介绍一下，就是养老院

么？身联网技术是公司独有的么？ 

答：您好！公司基于多年来在物联网、通信、教育、医

疗行业的储备，推动“国脉大学养老”项目的发展，这

是公司基于前沿技术的融合与创新所形成的又一应用

场景。公司将利用物联网、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以提升老

年看护的效率，打造隐形适老化、隐形智能化养老综合

示范基地；结合与福州理工学院年轻人的融合互动提高

老年生活的温度，并充分利用与大学产教融合的优势，

建设相关联专业学科，持续为产业“造血、赋能”，为

社会培养专业人才。项目将与精准健康平台形成互补，

为用户提供高端疗养、慢病管理、术后康复、养老等全

方位、多层级的健康风险管理服务。公司希望通过此项

目形成基地示范效应，逐步将成熟、可复制的创新业务

模式向社会推广，解决行业痛点。谢谢您的关注！ 

40、问：公司今年还招人吗？ 

答：您好！公司将结合业务发展情况进行人员招聘和优

化，谢谢您的关注！ 

41、问：教育服务业务在公司的营收占比逐年提升，今

年是否是公司重点发展的业务板块？ 

答：您好！公司全资举办的福州理工学院为公司业务打

造出了三大核心壁垒，依托产业学院建立的产学研一体

化产业科技创新平台、“讲师+工程师+技术股东”模式

所实现的人才蓄水池、高效的实验与应用场景，公司将

充分利用这三大核心壁垒，进一步推进福州理工学院与

国脉科技的产教深度融合创新模式，打通公司在 5G、物

联网、身联网等领域的人才培养体系和科技创新链条，



提升公司业务拓展能力，打造公司产业核心竞争力。谢

谢您的关注！ 

42、问：随着中国移动推出的 IPv6 场景，公司的 IPv6

技术合作项目如何？ 

答：您好！IPv6的大规模商用部署正在快速展开。公司

一直聚焦 5G、物联网行业发展，将在 IPv6 的基础设施

改造、网络规划建设及传统产业升级等众多领域获得业

务机会。谢谢您的关注！ 

 

关于本次活动是否

涉及应披露重大信

息的说明 

无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2年 05 月 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