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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众思壮”或“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该事

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6 年 9 月 2 日下发的《关于核准北京

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靳荣伟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

复》(文号为“证监许可[2016]2004 号”)核准，公司获准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8,137,310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截至 2016 年 9月 13

日，公司实际已向郭信平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8,137,310 股，发行价

格为人民币 34.05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58,075,405.50 元，扣除相关

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48,475,405.50 元。 

（二）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情况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结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及资金需求情况，同时为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终止实施“合众思壮高精度业务华南总部及广州研

发中心”项目，并将该项目全部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合众思壮高精度研究院项目”

（以下简称“本项目”）。本项目计划投资总额为 18,545.08 万元，其中拟投入募

集资金 18,240.32 万元，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补足。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及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由独立董事发表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保荐机构就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发表核查意见，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一）原募投项目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日，公司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原计划投资总额 
原计划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实际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合众思壮高精度

业务华南总部及

广州研发中心 

60,000 18,074.13 16,664.56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日，实际投入该项目的募集资金为 16,664.56 万元，剩

余募集资金 1409.57 万元。 

因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有偿收回公司位于广州开发区的 SDK-B-11 地块，

预计退回募集资金金额为15,913.93万元，退回后募集资金余额17,323.50万元，

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共计 18,240.32 万元（最终募集资金金额以实际退回后银行

结息余额为准）。 

（二）终止原募投项目的原因 

自 2018 年以来，国内宏观经济环境不佳，融资环境趋紧，公司位于广州开

发区的 SDK-B-11 地块未进行开发建设，亦无使用计划。为保护股东权益，提高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满足公司现阶段的发展需求，公司拟终止“合众思壮高精度

业务华南总部及广州研发中心”项目。 

三、新募投项目情况说明 



（一）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合众思壮高精度研究院项目 

2、实施主体情况 

公司名称 广州吉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 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彩频路 7号 702、704 

法定代表人 郭四清 

注册资本 40,786 万元 

成立日期 2011 年 5 月 17 日 

营业期限 2011 年 5 月 17 日至长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16574045320G 

经营范围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广州吉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吉欧电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经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8 年度审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8 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632,958,865.46 元；负债总额为 73,218,033.52元；

净资产为 559,740,831.94 元。2018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301,177,759.74 元，

利润总额为 54,657,968.35 元，净利润为 49,528,321.41 元。 

（二）投资项目主要内容 

本项目围绕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高精度领域的核心技术，以高精度定位芯片和

高精度定位与控制系统结合应用为切入点，向车载自动驾驶、无人机、泛高精度

应用等方向进行核心技术延伸，包括高精度定位核心算法、北斗/GNSS 高精度芯

片、组合导航技术、轨道检测车、工业级无人机等 9 个研发项目。 

合众思壮高精度研究院将依托于广州吉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吉欧电

子”）进行建设。公司将整合现有技术资源以及吉欧电子自身领先的研发实力，

围绕公司发展战略，在强化高精度技术研发能力的同时，不断扩展研究领域，提

升研究水平，在泛高精度应用、智能制造、物联网、车联网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



究与前瞻布局，建立技术融合新亮点，在公司业务持续发展中发挥核心支撑作用。 

合众思壮高精度研究院分设广州、武汉两个研发分院，项目总投资 18545.08

万元。 

（三）投资项目规模及计划 

投资项目投资计划 

合众思壮高精度研究院项目预计将使用 18,545.08 万元募集资金，项目投资

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 

1 中国精度数据服务平台、数据处理中心建设、系统监测与

评估中心 7449.42 

2 北斗三号 PPP-RTK 核心算法开发 702 

3 北斗/GNSS 高精度芯片开发设计 2045 

4 高精度定位核心算法研究项目 2168.3 

5 组合导航技术研究 884 

6 变形监测项目 472.2 

7 轨道检测车 1001.96 

8 Android MTK 平台研发 1324.2 

9 工业级无人机研发 2498 

 合计 18545.08 

 

投资项目资金的具体用途 

1、合众思壮高精度研究院武汉分院 

（1）中国精度全球参考站网络建设、数据服务平台、数据处理中心建设、

系统监测与评估中心建设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万元) 

1 基础数据平台 3,500.00 

2 数据处理与加工 1,689.42 



3 系统监测与运营维护 2,260.00 

 合计 7,449.42 

①建设“中国精度”系统基础数据平台 

“中国精度”系统基础数据平台由分布在全球及国内的多个 GNSS 连续运

行参考站组成，向数据中心提供实时的 GNSS 卫星原始观测值数据流。为了保

证广域的亚米级、分米级的定位精度，GNSS 连续运行参考站需要覆盖全球的

主要地区，同时，为了区域厘米级定位精度，需要在主要服务覆盖区域建设加

密的连续运行参考站网络。每个连续运行参考站由 CORS 接收机、大地测量型

天线、基准点、不间断电源、运行机房及以太网服务器等设备构成。对于性能

要求较高的框架网基准点，还需要增加外部的原子钟。为了保证“中国精度”

北斗三号全球广域增强系统的精度及系统可用性，需要在全球建立参考站网络

系统，升级目前已有的北斗二号参考站接收机和天线，并通过自建和整合国内

地震局、测绘局以及各省市在建和已经运行的 CORS 网络，构建约 200 个左右

的连续运行参考站。参考站分为自建和数据授权使用两种，其中自建基准 100

个，剩余 100 个通过采用数据授权使用的方式实现。投资明细如下： 

序号 项目 项目单价 数量 金额（万元） 

1 自建基准站 30 100 3000.00 

2 数据授权使用费 5 100 500.00 

  合计     3500.00 

 

②建设“中国精度”数据处理与加工平台 

数据处理与加工平台对分布在全球和国内的连续运行参考站将 GNSS 原始

观测值通过以太网络传输到数据中心，由数据中心对传输的数据进行解析和处

理，计算出 GNSS 卫星精密定轨误差改正数、GNSS 卫星时钟误差改正数和电离

层误差数据改正数。 

为了保证 24 小时连续不间断的数据服务，数据中心由两套并行运行的高

性能数据服务器系统构成，实时接收并存储各个连续运行参考站发送的数据文

件，实时计算中国精度系统所需要的各类误差改正数。为了保障星基增强服务

和互联网门户的服务质量，保证在多用户并发访问时的处理能力，数据处理和

加工中心由 10 台云处理专用服务器集群，企业级交换机、存储设备、UPS 电

源、防火墙设备和相关配套软件构成，需要采购相应设备。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基准站的原始观测值到数据中心的数据传输，必须通

过专线进行传输，并进行必要的数据加密，本项目建设期内需进行数据专线租

赁。 

数据处理与加工中心为 7x24 小时连续不间断的服务，机房建设应符合

GB50174-2008《电子信息系统机房设计规范》、GB2887-2000《计算站场地技术

条件》、GB9361-2011《计算站场地安全要求》等相关国家标准，具备温度湿度

控制、噪声控制、防尘、防雷和防电磁干扰等相关设施，该项目需进行数据中

心环境搭建与装修。 

综上，“中国精度”数据处理与加工平台项目投资明细如下： 

序号 设备名称 单位 总数量 
单价 

（万元） 

金额 

（万元） 

1 云处理专用服务器集群 台 10 8 80.00 

2 企业级交换机 台 2 100 200.00 

3 存储设备 台 10 50 500.00 

4 UPS 电源 套 1 200 200.00 

5 防火墙设备 套 2 100 200.00 

6 配套软件（服务器、数据库、

办公、网控等）  
套 1 219.42 219.42 

 设备采购费用小计    1,399.42 

7 数据专线 条 200 2 260.00 

8 数据中心环境搭建与装修 平方米 300 0.1 30.00 

  合计       1,689.42 

③系统监测评估与运营管理中心 

系统监测评估系统的主要作用，是通过接收处理本系统卫星播发的改正数

据，监测本系统的工作质量。本项目共在全球建设四个监测站，主要分布在中

国、美国、欧洲、南美。 

运营管理中心的主要作用是将数据中心处理完成的卫星轨道、卫星钟差、

电离层产品等高精度增强数据产品通过覆盖全球的 Inmarsat 第四代海事卫星

L 波段通信卫星转发器向地面用户进行广播发送，或通过地面的移动互联网提

供 NTRIP 标准格式的数据服务。本项目的运营管理费用包括卫星通信地面站上

行数据注入、通信卫星转发器的租赁服务、NTRIP 服务器的运营管理费等。           

综上，系统监测评估与运营管理中心投资计划如下： 

序号 项目 项目单价(万元) 数量 金额（万元） 

1 监测站 25 4 100.00 



2 运营管理费用     2,160.00 

  合计    2,260.00 

（2）北斗三号 PPP-RTK 核心算法开发 

北斗三号 PPP-RTK 核心算法是通过对采集来自全球参考站网络的 GNSS 基

准站的原始观测数据，通过算法计算出北斗三号卫星轨道、钟差、伪距偏差改

正数、相位偏差改正数、区域电离层改正数、区域对流层改正数等。通过数据

压缩、加密再通过 L 波段卫星通信转发器向地面播发。 

星基增强系统应包含对伪距用户的增强及伪距+相位用户的增强，其中伪

距用户可实现分米到米级的定位精度，伪距+相位用户可实现毫米到厘米级的

定位精度，伪距+相位用户所使用的增强差分信息包含了伪距用户的增强差分

信息。 

增强系统提供的主要的服务类型包括：全球PPP服务和区域 PPP-RTK服务。

其中 PPP 针对全球用户，PPP-RTK 针对重点服务区（中国）。全球 PPP 服务用

到的实时产品包括：轨道改正数，钟差改正数，伪距偏差改正数。 

由于北斗三号 PPP 服务仅通过 GEO 卫星播发，信号服务仅能够覆盖中国及

周边地区，中国精度星基增强服务可以向全球提供北斗、GPS、伽利略和格洛

纳斯的广域高精度增强服务，对于远洋船只、铁路和公路运输的高精度导航定

位，对于支持北斗三号的国产测量仪器、精准农业、机械控制、形变监测等产

业走出国门，走向全球市场可以提供基础的高精度增强数据服务保障。 

本项目研发费用主要用于开发北斗三号/GNSS 卫星轨道、钟差、伪距偏差

改正数、相位偏差改正数、区域电离层改正数、区域对流层改正数等的算法开

发，轨道及电离层误差模型研究和服务平台管理软件开发。投资明细如下： 

序号 内容 单位 

时间 人数 单价 小计 

（月） （个） （万

元） 

（万元） 

1 北斗/GNSS 精密轨道和钟差算法开发 人月 18  6 2.25 243.00 

2 轨道及电离层误差模型研究 人月 18 3 7 378.00 

3 服务平台管理软件开发 人月 18 2 2.25 81.00 

  小计    14   702.00 

（3）北斗/GNSS 高精度芯片开发设计 

本项目主要研发面向大众市场的北斗/GNSS 双频 SoC 导航定位芯片。随着

北斗三号全球系统逐步建成，研究和开发北斗三号双频多系统高精度 SoC 芯片



技术，满足包括手机、无人机、车载导航和物联网等对北斗/GNSS 高精度导航

定位市场的需求。重点突破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北斗三号双频多系统射频基带

一体化的 SoC，研究自主知识产权嵌入式处理器以及 SoC 系统集成技术，完成

原型机的开发和验证，完成芯片的后端设计，具备芯片流片的条件。支持 BDS 

B1I/B1C/B2a，GPS L1/L5,Galileo E1/E5 等频点信号接收能力，支持 BDS PPP

增强功能。 

综上，北斗/GNSS 高精度芯片开发设计项目明细如下： 

序号 项目 金额(万元) 

1 SoC 芯片原型机设计验证开发费 445.00 

2 RISC V 开源处理器 IP 授权 500.00 

3 DDR 控制器 140.00 

4 USB2.0 等 IP 授权 260.00 

5 射频委外设计 400.00 

6 芯片后端设计服务费 300.00 

合计 2，045.00  

其中：1 原型机设计验证开发费明细 

序号 内容 单位 
时间 人数 单价 小计 

（月） （个） （万元） （万元） 

1 芯片设计和验证 人月  18  10 2.25 405.00 

2 原型机设计开发平台 套  10 4.0 40.00 

  小计    12   445.00 

（4）高精度算法研究项目 

与北斗二号相比，北斗三号卫星将增加性能更优、与世界其他卫星导航系

统兼容性更好的信号 B1C；以及 B2a、B2b 和 ACEBOC 信号；以及未来播发的 PPP

广域高精度增强服务；并按照国际标准提供星基增强服务（SBAS）及搜索救援

服务(SAR)。新技术使北斗三号的性能得到大幅度提升，同时，也为新一代北

斗三号/GNSS 接收机高精度定位算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能够充分利用北

斗三号的导航信号资源，提升和优化接收机的性能和在不同环境下的导航定位

精度，有效的改善接收机的可用性，是高精度算法研究的主要方向和内容。主

要开发的核心技术包括： 

① 多模多频高精度定位算法重构和优化 

② 北斗 SBAS 星基增强定位算法 



③ 北斗 PPP 广域高精度增强定位算法 

④ 中国精度广域 PPP-RTK 定位算法 

⑤ 接收机数字滤波器设计和抗干扰、防欺骗算法开发 

⑥ 多天线姿态测量算法研究开发 

⑦ 三频 PPP 算法 

本项目研发费均用于算法以及软件开发人员投入，包括支付人员薪酬、奖

金、差旅费以及日常管理费用等。根据本项目进度安排并结合目前项目的人员

配备情况，本项目建设期将配备 21 名研发人员（其中国外研发工程师 8人），

并采取国内研发团队和美国研发团队协同开发的模式，部分核心算法由美国研

发团队承担。根据公司目前研发人员的年均成本情况，以及本项目建设期内软

件开发工作量，研发费用明细如下： 

序号 内容 单位 
时间 人数 单价 小计 

（月） （个） （万元） （万元） 

1 多模多频高精度定位算法的重构

和优化 

人/月 
18 8 4.725 680.4 

2 北斗星基增强算法（BDSBAS、PPP

及中国精度）开发 

人•月 
18 4 7.2 518.4 

4 抗干扰、防欺骗及接收机数字滤

波器算法开发 

人•月 
18 4 4.725 340.2 

5 多天线姿态测量算法 人•月 18 2 7.2 259.2 

6 三频 PPP 算法 人•月 12 3 4.725 170.1 

小计        1968.3 

同时，为适应北斗全球系统信号体制，L 波段星基增强接收机算法开发需要

定制一台 GNSS 多频多模模拟器，模拟信号源设备需进行定制。 

综上，高精度算法研究项目整体投资明细如下： 

序号 项目 金额（万元） 

1 研发费用 1968.3 

2 GNSS 多频多模模拟器 200 

合计 2168.3  

 

2、合众思壮高精度研究院广州分院 

（1）组合导航技术研究 



卫星导航与惯性导航的组合是高精度应用的发展趋势。卫星导航具有较高精

度和较低成本，但当卫星信号受到遮挡时，会降低定位的准确性；惯性导航具有

全天候、不受外界干扰、可以提供位置、速度、姿态等参数信息，但定位误差会

随着时间积累。卫星导航与惯性导航进行组合，可以互相取长补短，提高导航精

度和能力，增强抗干扰能力和可靠性，提升整体导航效率和系统容错性能。 

按照组合方式，分为松组合、紧组合和深组合。松组合结构简单，易于实现，

可以大幅提高系统的导航精度；紧组合利用伪距、伪距率组合方式比松组合具有

更高的导航精度，并且在少于 4颗卫星时也能完成定位；深组合，使用惯性导航

信息对 GNSS 接收机进行辅助定位，可以提高抗干扰能力，减少动态误差，只需

要至少 1颗卫星就能完成定位。 

本项目需要投入资金 884 万元，其中研发工程师 11 人，每人每月 3 万元，

建设期内研发人员费用共计 594 万元；材料费 30 万元，主要用于购买 20 套测试

主机套装，每套 1.5 万元；委托开发费 260 万元。 

组合导航技术研究项目明细如下： 

序号 项目 单价（万元） 数量 金额（万元） 

1 研发费 3 198 594 

2 测试主机 1.5 20 30 

3 委托开发费   260 

 合计  884 

其中，组合导航技术研发费用明细如下： 

序号 内容 单位 时间 人数 单价 小计 

   （月） (个) （万元） （万元） 

1 研发费用 人*月 18 11 3 594 

 

（2）变形监测项目 

变形监测是基于卫星导航技术，并且结合网络通讯、计算机等多种现代高新

技术，由传统的定期观测转变为连续性、高精度、自动化实时监测，可以广泛应

用于水库大坝、滑坡体、大型桥梁、尾矿库等需要高精度持续观测的变形监测项

目中，是全方位的安全管理与控制自动化决策平台。目前，公司已经具备开展变

形监测项目的技术实力，需要进行进一步技术研发，实现自主可控的变形监测解

决方案。 

本项目需要投入资金 472.20 万元，其中研发工程师 11 人，每人每月 1.4



万元，建设期内研发人员费用共计 277.20 万元；需要采购模块、壳体、电池、

PCBA 等原料，共计 50万元；差旅费涉及 3 人，每人每月 1万元，建设期内费用

共计 54 万元；需要购置研发测试实验设备、环境可靠性设备、样品和小批量生

产设备，共计 91 万元。 

变形监测项目费用明细如下： 

序号 项目 单价（万元） 数量 金额（万元） 

1 研发费 1.4 198 277.20 

2 材料费   50 

3 差旅费 1 54 54 

4 研发设备购置费   91 

 合计  472.20 

其中，变形监测项目研发费用明细如下： 

序号 内容 单位 时间 人数 单价 小计 

   （月） (个) （万元） （万元） 

1 研发费用 人*月 18 11 1.4 277.20 

差旅费用明细如下： 

序号 内容 单位 时间 人数 单价 小计 

   （月） (个) （万元） （万元） 

1 差旅费用 人*月 18 3 1 54 

研发设备购置费用明细如下： 

序号 设备类别 金额（万元） 主要设备情况 

1 研发测试试验设备 40 天线网络分析仪 

2 环境可靠性设备 30 高低温试验箱、静电测试台 

3 样品和小批量生产设备 21 壳体、电池等模具，点胶机 

 小计 91  

 

（3）轨道检测车项目 

铁路轨道是机车车辆运行的基础，轨道几何状态对轮轨系统的运行安全、行

车速度、舒适性、车辆部件寿命起着决定性作用。尤其随着我国高铁飞速发展，

其对轨道的平顺性有着极高的要求，因此精确测量轨道几何状态对于整个轨道的

维护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为了在检测效率与精度之间寻得平衡，公司目前投入

研发力量对利用惯性导航系统快速精密地测量铁路轨道的三维位置坐标、姿态和

轨距，从而评估铁轨的几何状态。 

轨道检测车项目需投入资金 1001.96 万元，其中研发工程师 12 人，每人每

月 1.96 万元，建设期内研发费用共计 423.36 万元；购买自动全站仪、高精度光



纤、车体、传感器、电池等材料费共计 90 万元；差旅费涉及 3 人，每人每月 0.9

万元，建设期内费用共计 49 万元；购买 5 套惯导系统软件，每套 50 万元，共

计 250 万元；参加软件培训等技术开发服务费用共计 190 万元。 

轨道检测车项目费用明细如下： 

序号 项目 单价（万元） 数量 金额（万元） 

1 研发费 1.96 216 423.36 

2 材料费   90 

3 差旅费 0.9 54 48.60 

4 惯导系统软件 50 5 250 

5 技术开发服务费   190 

 合计  1001.96 

其中，轨道检测车项目研发费用明细如下： 

序号 内容 单位 时间 人数 单价 小计 

   （月） (个) （万元） （万元） 

1 研发费用 人*月 18 12 1.96 423.36 

差旅费用明细如下： 

序号 内容 单位 时间 人数 单价 小计 

   （月） (个) （万元） （万元） 

1 差旅费用 人*月 18 3 0.9 48.60 

 

（4）Android MTK 平台项目 

在移动互联时代，Android 操作系统因为开放性占有绝对优势，不但用在手

机、平板、电视等电子消费智能终端，而且在工业级智能终端同样得到广泛使用。

与此同时，高通芯片也受益于移动互联时代的蓬勃发展，已经成为智能终端不可

或缺的核心元器件。公司在此前研发的 RTK 手簿里搭载 Android 操作系统和高

通主芯片 MSM8909，得到了市场良好反响。然而随着应用的拓展，搭载使用当

前的高通主芯片开始面临性能不足的问题。但如果使用换代的高通主芯片

QCOM625/660 则会增加成本。因此，公司决定启动 MTK 平台项目，采用 MTK

主芯片，在性能相当的情况下控制成本，并且较容易实现 4G 全球通，产品不会

受区域的限制。 

本项目需投入资金 1324.20 万元，其中研发工程师 12 人，每人每月 1.8 万

元，建设期内研发费用共计 518.40 万元；购买 30 套测试主机套装，每套 1.5

万元，共计 45 万元；差旅费涉及 6 人，每人每月 0.7 万元，建设期内费用共计

100.8 万元；购置研发测试实验设备，费用共计 460 万元；购买开发软件、专业



软件，费用共计 200 万元。 

Android MTK 平台项目费用明细如下： 

序号 项目 单价（万元） 数量 金额（万元） 

1 研发费 1.8 288 518.40 

2 材料费 1.5 30 45 

3 差旅费 0.7 144 100.80 

4 研发设备购置费   460 

5 软件费   200 

 合计  1324.20 

其中，Android MTK 平台研发费用明细如下： 

序号 内容 单位 时间 人数 单价 小计 

   （月） (个) （万元） （万元） 

1 研发费用 人*月 24 12 1.8 518.40 

研发设备购置费用明细如下： 

序

号 

设备类别 金额（万

元） 

主要设备情况 

1 研发测试试验设备 230 计时器/计数器，计数器基准，矢量信号发射

器，示波器，3D 打印机，气密性设备 

2 环境可靠性设备 120 高加速冲击设备，三次元测试设备，静电测试

台，冷热冲击试验箱 

3 样品和小批量生产设备 80 壳体、电池等模具，贴片机，接驳台 

4 办公设备 30 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服务器，工作台 

 小计 460  

软件采购费用明细如下： 

序

号 

软件类别 金额 

（万元） 

主要软件情况 

1 专业软件 100 高级解调软件控件（QAM、COFDM）， 

Microsoft Visio，SQLite Expert Personal， 

IntelliJ IDEA 

2 开发软件 80 Microsoft Visual Studio，InstallShield， 

Matlab，Android Studio 

3 办公软件 20 Microsoft Office Professional  

 小计 200  

 

（5）专业级无人机项目 

根据赛迪顾问《洞见 2019：无人机产业》显示，2018 年中国无人机市场规

模达到 88 亿元，同比增长 55.8%；预计到 2021 年，市场规模将超过 300 亿元。

其中，专业级无人机在2021年所占市场份额预计将达到46%，市场将迎来爆发。



在高精度测绘行业，专业级无人机将成为 RTK、全站仪等常规测量装备的有效

补充，形成市场需求。公司目前在 RTK 装备领域已经居于领先地位，需要在此

基础上继续巩固市场地位，专业级无人机作为高效的测量工具可以与 RTK 形成

有效互补，将有效带动 RTK 的销量增加。 

本项目投入资金 2498 万元，其中研发工程师 19 人，每人每月 3.5 万元，

建设期内研发费用共计 1596 万元；购买板卡、天线、模块、壳体、电池、PCBA

等原料费用共计 300 万元；差旅费涉及 10 人，每人每月 0.55 万元，建设期内

费用共计 132 万元；购置开发软件、专业软件，费用共计 190 万元；购置研发

测试实验设备、环境可靠性设备、样品和小批量生产设备等，费用共计 280 万

元。 

专业级无人机项目费用明细如下： 

序号 项目 单价（万元） 数量 金额（万元） 

1 研发费 3.5 456 1596 

2 材料费   300 

3 差旅费 0.55 240 132 

4 软件费   190 

5 研发设备购置费   280 

 合计  2498 

其中，专业级无人机项目研发费用明细如下： 

序号 内容 单位 时间 人数 单价 小计 

   （月） (个) （万元） （万元） 

1 研发费用 人*月 24 19 3.5 1596 

差旅费用明细如下： 

序号 内容 单位 时间 人数 单价 小计 

   （月） (个) （万元） （万元） 

1 差旅费用 人*月 24 10 0.55 132 

研发设备购置费用明细如下： 

序

号 

设备类别 金额（万

元） 

主要设备情况 

1 研发测试试验设备 100 电源线传导发射，冲击试验设备，辐射试验设

备，噪声试验设备，敏感测试实验设备，机载

设备电磁兼容 EMC 测试设备 

2 环境可靠性设备 80 高低温试验设备，湿热试验设备，浸渍试验设

备 

3 样品和小批量生产设备 50 壳体、天线、电池等模具，注塑机，贴片机 

4 办公设备 50 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服务器，工作台 

 小计 280  



 

投资项目实施进度 

合众思壮高精度研究院项目包括 9 个研发项目，其中武汉分院 4 各项目，广

州分院 5个项目，项目研发时间计划不超过 2 年。公司将组织实施，统一安排资

金、调动资源，统一规划并集中管理，按照研发项目的管理程序，确保上述项目

平稳推进，顺利实施，确保按期交付。 

（二）项目可行性分析 

1、产业政策 

卫星导航定位行业是国家重点扶持和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国家在产业政策

方面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和鼓励。对于影响国家命脉的行业，如通信、电力、金融、

军事设施等，要考虑使用多星兼容系统，提倡优先使用我国的北斗导航系统，或

者作为备份系统。国家高度重视北斗系统发展，将北斗系统与“一带一路”、“信

息化发展”等战略深度融合，北斗产业迎来政策密集发布期。近年来，国家发展

改革委、交通部、住建部、国土部、工信部等国家部委相继出台北斗系统应用与

产业化政策以及十三五规划，以国家力量助推北斗系统发展的同时，也为北斗系

统更好地深入各行业应用提供了政策指导与保障。 

我国卫星导航产业国家统领性相关政策及规定如下： 

序号 发布时间 发布部门 发布文件名称 主要相关内容 

1 2018 年 3 月 交通运输部 

《关于加快推

进交通旅游服

务大数据应用

试点工作的通

知》 

意见提出，加快

建设数字航道，

推广使用长江电

子航道图、水上

ETC 和北斗定位

系统。 

2 2018 年 1 月 
交通部、中央军委装备

发展部 

《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交通运

输行业应用专

项规划》 

明确了交通运输

行业关键领域应

用国产北斗终

端，实现卫星导

航服务自主可

控，并对行业各

主要领域2020年

北斗系统应用工

作发展目标提出

了具体指标。 



序号 发布时间 发布部门 发布文件名称 主要相关内容 

3 2017 年 9 月 
农业部、发改委、财政

部 

《关于加快发

展农业生产性

服务业的指导

意见》 

提出加快推广应

用基于北斗系统

的作业监测、远

程调度、维修诊

断等大中型农机

物联网技术。 

4 2017 年 9 月 国家认监委、中央军委 

《北斗卫星导

航检测认证

2020 行动计

划》 

到 2020 年，通过

具体行动将推动

北斗卫星导航检

测、认证、试验

等服务能力大幅

提高，为北斗卫

星导航产业发展

和质量品牌提升

提供强有力的支

撑保障。 

5 2017 年 8 月 
农业部、发改委、财政

部 

《关于加快发

展农业生产性

服务业指导意

见》 

提出加快推广应

用基于北斗系统

的作业监测、远

程调度、维修诊

断等大中型农机

物联网技术。 

6 2017 年 8 月 交通运输部 

《关于推进长

江经济带绿色

航运发展的指

导意见》 

意见提出，加快

建设数字航道，

推广使用长江电

子航道图、水上

ETC 和北斗定位

系统。 

7 2017 年 8 月 民航局 

《民航局关于

推进国产民航

空管产业走出

去的指导意

见》 

提出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在民航领

域的应用步伐将

进一步加快。 

8 2017 年 7 月 国务院 

《国家突发事

件应急体系建

设“十三五”

规划》 

发布指出加大北

斗等新技术在应

急领域广泛应

用。 

9 2017 年 6 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

海洋局 

《“一带一

路”建设海上

合作设想》 

提出中国政府愿

加强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在海洋领

域应用的国际合

作，为沿线国提

供卫星定位应用



序号 发布时间 发布部门 发布文件名称 主要相关内容 

与服务。 

10 2016 年 12 月 国务院 

《“十三五”

国家信息化发

展规划》 

要开展5G关键技

术研发和产业

化、北斗系统建

设应用、网络扶

贫、普惠性在线

教育等12项优先

行动。 

11 2016 年 7 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 

《国家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

规划纲要》 

加快建设卫星导

航空间系统和地

面系统，建成北

斗全球卫星导航

系统，形成高精

度全球服务能

力。 

12 2016 年 6 月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北斗卫

星导航系统》

白皮书 

打造由基础产

品、应用终端、

应用系统和运营

服务构成的北斗

产业链。 

13 2015 年 10 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民用空

间基础设施中

长期发展规划

（2015-2025

）》 

统筹部署北斗导

航地基增强系

统，具备我国及

周边区域实行米

级/分米级、专业

厘米级、事后毫

米级的定位能

力。 

14 2013 年 9 月 国务院 

《国家卫星导

航产业中长期

发展规划》 

中国卫星导航产

业2020年发展目

标，产业应用规

模和国际化水平

大幅提升，产业

规划在 4,000 亿

元以上。 

15 2012 年 8 月 国家科技部 

《导航与位置

服务科技发展

“十二五”规

划》 

强化自主创新机

制：以企业为主

体，加大国家科

技引导投入，持

续推动以北斗应



序号 发布时间 发布部门 发布文件名称 主要相关内容 

用为核心的导航

与位置服务技术

研究和产品开

发。 

 

2、产业发展现状 

（1）整体状况 

近年来，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规模持续扩大，产值稳步增长，保持

了良好的发展态势。2018 年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总体产值达到 3016 

亿元人民币，较 2017 年增长 18.3％。其中，与卫星导航技术研发和应用直接相

关的，包括芯片、器件、算法、软件、导航数据、终端设备、基础设施等在内的

产业核心产值达到 1069 亿元人民币，在总产值中占比为 35.44％，北斗对产业

核心产值的贡献率已达到 80％；包括与定位导航授时应用相关的其他各种数据

及软件产品、各类集成应用系统、基于位置信息的运营服务业务等在内的，由卫

星导航衍生带动形成的关联产值达到 1947 亿元人民币。目前，我国卫星导航与

位置服务领域企事业单位数量保持在 14000 家左右，从业人员数量超过 50 万。

截至 2018 年底，业内相关上市公司（含新三板）总数为 51 家，上市公司涉及

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的相关产值约占全国总产值的 10.74％。 

图 4-1  2010-2018 年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规模（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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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 

图 4-2  2018-2023 年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预测（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 

（2）产业链发展情况 

在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市场中，专业应用领域和消费应用领域占据绝大

部分。在各分类应用业务中，车辆监控、信息服务、车辆导航、个人跟踪占据了

85%的份额。而作为专业行业应用的授时、海用、测绘、军用类业务占据份额较

少，只有 8%。 

图 4-3  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市场结构 

 
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 

对于北斗导航产业来说，产业链按照上中下游可以分为：基础产品、系统&

终端集成和运营服务。基础产品包括芯片、板块、天线、以及基础数据、基础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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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等；中游主要分为系统集成和终端集成；下游为运营服务。从技术的角度来看，

上游的芯片、板卡等是最为核心的环节，芯片、板卡的性能、功耗、尺寸等直接

决定了其应用的前景。 

根据《2019 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发展白皮书》数据显示，2018 年

产业链各环节产值较 2017 年均有明显提升，但增速却有所不同。 

表 4-1 2014 年-2017 年产业链各环节产值占比 

数据来源：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 

（3）高精度市场发展状况 

2018 年高精度市场持续发展，国内专业高精度接收机终端出货量在 16 万

台（套）左右，国产高精度接收机销量约占 50％；高精度天线出货量 30 万只，

其中国内生产的天线超过 23 万只；高精度相关产品销售收入从 2010 年的 11 亿

元人民币增长到 2018 年的近 66 亿元人民币，复合增长率达 25.2％。 

近年来，北斗高精度技术在农业、安全监测、机械控制、无人机等行业带来

巨大变革并保持稳定增长的同时，更多行业市场机会也不断涌现。从中长期来看，

很多北斗行业细分市场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主要成长动力还是来自国家政策及

重点示范项目的推动，但随着交通运输、精准农业、市政管理、安全监测、电力

等细分领域的稳定增长，更多市场机会将不断涌现，市场未来潜力巨大。 

3、投资项目主要风险及控制措施险 

（1）技术风险 

随着信息化的迅猛发展，地理信息处理、高精度定位技术更新换代速度不断

加快，这既给企业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目前行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技

术更新换代快。因此，公司管理层对技术、产品和市场的发展趋势不能正确判断，

不能持续研发技术，将导致公司的综合竞争能力下降，存在一定的技术更新风险。 



（2）管理风险 

公司组织模式和内部管理制度能否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而及时、相应进行调

整、完善，及管理团队素质及管理水平能否适应公司规模和产能迅速发展的需要，

将对公司的快速、高效运转及资产的安全带来风险。 

公司将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完善企业各项制度，提高管理水平，创新管理模

式，加大人员技能、思想认知层面的培训，建立健全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保障

公司的稳步发展。 

（3）人才风险 

技术人才是信息技术企业最核心的资源，尤其是核心技术人员对公司的产品

创新、持续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核心技术人员的稳定对公司的发展具有重要影

响。公司现有产品的技术含量较高，其市场竞争优势在较大程度上依赖于公司掌

握的核心技术和公司培养、引进、积累的一大批经验丰富的核心技术人员。在目

前行业对技术和人才的激烈争夺中，如果公司技术外泄或者核心技术人员外流，

将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司的市场地位和盈利能力。 

公司将通过软、硬件设施改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通过各种有竞争力的薪

酬管理等激励措施，加强人才的储备，建立公司稳定的人才队伍。 

（三）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本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升公司在北斗三号/GNSS 高精度定位技术和产品的

核心能力，能够向用户提供基于北斗三号、GPS、GLONASS 和 Galileo 四大导航

系统的全球 PPP 广域高精度增强信号服务，实现无基准站情况下的厘米级定位精

度。北斗/GNSS 高精度 SoC 芯片将进一步提升高精度接收机的芯片性能，实现射

频基带一体化设计，有效减少高精度定位芯片的体积和功耗，极大地提升在智能

手机、车载导航和监控、无人机等高精度定位应用。组合导航技术的研究以及和

高精度接收机的集成，将提高北斗/GNSS 接收机在复杂的道路环境下车辆导航的

系统可用性，在未来无人驾驶和轨道检测车领域将得到广泛的应用。形变监测是

应用北斗/GNSS 高精度定位技术对桥梁、大坝、山体滑坡等需要高精度持续观测，

对预防自然灾害发生提供实时预警。工业级无人机的研发是现代倾斜测量技术的

有效载体，对传统的 RTK、全站仪测绘手段和测量装备是一个有效的补充，对道

路施工、精准农业等需要快速地形测绘的领域是一个有效的技术手段。 

本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强化公司在北斗/GNSS 高精度核心技术的竞争力，



同时对 RTK 测量仪器、GIS 高精度数据采集终端、精准农业自动驾驶、工程机械

控制 3D 数字化引导等领域将是一个全面的技术升级。广域高精度星基增强服务

将会对北斗三号的 SBAS 和 PPP 服务区域形成补充效应，所有的高精度定位终端

和应用系统均可实现在全球范围内无基准条件下的高精度定位。以上对于公司核

心技术竞争力的提升，具有重大的意义。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是基于公司发展战略、经济环境和实际情况进行

的必要调整，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且履行了必要

的审批程序，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同

意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五、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符合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发展战 

略及全体股东利益，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对提高公司的整

体效益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万宏源承销保荐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用于“合

众思壮高精度研究院项目”已经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发表了

明确同意意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用于

“合众思壮高精度研究院项目”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形。综上，申万宏源承销保荐对于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用于“合众思壮高

精度研究院项目”无异议，该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16 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变更部分募

集资金用途的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