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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国荣

记者日前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获悉，郑州信大捷
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大捷安）科创板
上市状态已从“已受理”再进一步至“已问询”，但并未披
露问询及回复相关信息。

作为郑州第一家申请科创板上市的企业，信大捷安
是国内重要的信息安全厂商，自主研发了国密安全芯，
并具备“芯-端-管-云”的一体化信息安全服务能力，其
客户也囊括了国内三大电信运营商，以及华为、小米等
国内知名手机生产商。

信大捷安拟募集资金8.23亿元，分别用于自主国密
系列安全芯片及安全服务云平台研发及产业化建设项
目等三个产业化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

拟募集8.23亿开展安全芯片研发
华为、小米均为其客户

信大捷安招股书显示，该公司位于郑州，是一家以
国家商用密码体系为技术核心基础的信息安全企业，致
力于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信息安全领域产品的研发、生
产、销售，主要产品是以国密安全芯片为基础的安全终
端类产品、安全平台类产品。

据了解，信大捷安主要研发生产国家商用密码体系
和系列国密安全芯片，构建“芯-端-管-云”信息安全服
务体系架构，提供体系完善的信息安全产品、解决方案
与服务，为用户提供设备身份标识管理、统一身份认证、
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安全接入、移动安全通信、移动互联
网/物联网终端安全管控等信息安全服务，确保各类信
息处理过程中的机密性、完整性和可认证性，从根本上
解决信息网络环境中身份与信息完整性的“认证”与敏
感信息的“保密”等信息安全核心问题。

以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网络信息安全服务为例，信大
捷安与汇川技术共同研制了智能电梯安全解决方案与
服务，已在其电梯厂商客户应用；其推出的多媒体数字
屏媒安全解决方案已在新潮传媒、云股传媒等客户规模
应用。另外，信大捷安也正与美的合作开发智能家电信
息安全解决方案，与华为、高通等联合打造 C-V2X 安
全解决方案，推动智慧交通领域的国密应用快速落地。

而在安全芯片领域，信达捷安是国内不少手机品牌
的终端芯片供应商，合作伙伴包括华为、小米、中兴、酷
派、海信等手机知名品牌。

根据招股书，信大捷安本次拟募集资金 8.23亿元，
将分别用于自主国密系列安全芯片及安全服务云平台
研发及产业化建设项目、面向C-V2X体系化信息安全
服务产品研发及产业化建设项目、全域安全关键基础技
术体系研发建设项目三个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使用金额分别为 30409万元、
6379万元、5502万元和4亿元。

本次发行前，信大捷安的实际控制人为马现通和吴福生，二人在本次发行前
合计持有可支配表决权的股份比例为 43.91%，其中马现通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
理，吴福生担任公司董事，二人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书。本次发行后，马现通和吴福
生合计控制公司股份比例将下降至 32.93%，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最新融资估值超22亿 研发投入占营收比超三成

在此次科创板 IPO受理之前，信大捷安曾于2015年11月24日挂牌新三板，期
间还进行过一次股票发行。2017年12月29日，信大捷安于主动摘牌，并进入上市
辅导，后将上市目的地定位科创板。

信大捷安公布财报数据显示，2016年~2019年上半年，该公司分别实现营收
约1.07亿元、2.18亿元、3.07亿元和1.1亿元。

安全终端是信大捷安的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主要包括安全终端类产品主
要包括安全芯片、安全密码模块、安全通信模组和安全智能终端。

招股书数据显示，2016年度，安全终端业务贡献收入金额为6066.79万元，占
总收入比重 56.73%，但是到了 2019 年上半年，安全终端业务贡献收入达到
9296.34万元，占总收入比重的84.67%。

值得注意的是，信大捷安的客户集中度也相对明显，2016 年、2017 年、
2018 年及 2019 年 1~6月，公司对前五名客户的销售收入占其营业收入的比例
分别为 49.78%、50.01%、62.34%及 54.49%。公司的主要客户为三大电信运营商
及深圳市睿策者科技有限公司、陕西龙佛数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

招股书数据显示，在研发投入方面，2016年、2017 年及 2018 年累计研发投
入占最近三年累计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31.95%。发行人最近一次融资价格为 15
元每股，对应估值为22.09 亿元。

得益于强大的研发投入，信大捷安已形成 7项核心技术，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31项、实用新型专利36项，获得软件著作权96项，为公司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信
息安全服务领域持续发展奠定了稳固基础。

上市标准方面，信大捷安选择的具体上市标准为《上市规则》2.1.2条规定的上
市标准二，即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最近一年营业收入不低于人民币2
亿元，且最近三年累计研发投入占最近三年累计营业收入的比例不低于15%”。

记者采访获悉，信大捷安也是微软公司在USB嵌入式设备上的国内唯一战略
合作伙伴、中国联通集团级行业应用合作伙伴、中国移动的业务集成商（SI）、中国
电信的移动电子政务/商务安全解决方案提供商。

据悉，信大捷安相关技术先后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教育部技术
发明奖一等奖等，并为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G20杭州峰会、郑州上合峰会、青岛
上合峰会等提供信息安全保障。

由其自主研发推出的“移动警务通”产品已在全国28省的200余个地市成功
应用，公网移动安全接入系统、电力安全接入平台和安全智能TF卡等也被广泛应
用。

郧西因天河牛郎织女传说故事窜红，
中国天河七夕文化城应运而生，现代智造
的“新非遗”铺天盖地，七夕节成为这个城
市的文化地标而灵动天下。位于天河金
簪桥旁的天河人家华夏奇石馆近来因收
藏汉河奇石、民俗古物而名扬开来，为郧
西天河七夕文化增添不少风釆。馆主夏
明镜是县十届政协委员、华夏纸行老板，
趣名光头强，近日连获十堰市第七届(房
县)奇石展金银铜六项大奖而倍受鼓舞。
为此，笔者探访了他的成功之道。

有求必印，投资天河。夏明镜在县
城兴办华夏纸行，由商务印刷起家，业务
做得很不错，广告语“华夏纸行 有求必
印”当地家喻户晓。小有成就的夏明镜积
极响应郧西县委县政府“旅游立县”战略
号召，参加到天河人家农家乐产业集群项
目开发中来，通过招拍挂，取得土地开发
权后，先后投资百余万元建起天河人家第
一家农家乐“华夏客棧”，后因产业链条脱
节市场不景气被迫放弃经营，却成就了一
笔石头生意，在外地采购的石头卖了大价
钱，收回了投资还赚了几十万。初尝石头
甜头的他在人生的道路上有了一个新的
方向，投资奇石收藏，以石营生。

恃财成才，点石成金。其实夏明镜并
不懂石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汉江水
洗奇石有人就卖了好价钱，泼墨仙人就是
一例。商人逐利的本能，使他慢慢地爱上
了石头生意。只要是一眼看中的石头就
花钱收入囊中，完全以自已眼光作为收藏
标准。不到半年时间，跑遍大半个中国，
行程上万公里，买石头都得车载船装。什
么象形石、文字石、汉江石堵河石、长江石

黄河石……一口气成了收石爆发户，院里
院外楼上楼下摆满了石头。这期间，他见
到了全国许多玩家藏家买家，接受了高人
指点，买到的不仅有好石头还有许多好经
验好点子，这就是持财增才。功夫不负有
心人，十堰市第七届房县奇石展上他独自
荣获一金两铜三银的佳绩，石不能言奖可
人。

收藏民俗，留下祖根。正当精准脱贫
如火如荼决战决胜之时，作为县政协委员
的夏明镜也不甘落后，他主动参加到脱贫
攻坚战上来。带头抢救性保护性收藏农
村老物件，特别是易地搬迁遗留下来的民
俗物件，重建老百姓的精神家园。从老碾
磙老石磨到石水井石水缸，从老门框老窗
棱到坛坛罐罐。学着天河民俗馆的陈方
艺和涧池陶宝小镇民俗馆的蒋自龙，赶着
龟龙山庄的谢昌富，聚着郧西十几个收藏
家拜师学艺，能收尽收，收尽了周边，舞活
了郧西古玩民俗市场，带动了一批收藏大
户，交易大户。华夏奇石民俗馆将是继双
石沟天河民俗馆之后又一次丰收。

创馆立业 ，展示之美。走进华夏奇
石馆，尽显发现之美展示之美。夏明镜将
收藏到手的万件藏品精挑细选，用于展览
展示。共选出奇石三千方，民俗老物件和
坛坛罐罐三千件，布局户外展示区，屋内
大堂石展示区，精品展示区，文创展示区
和私人生活区。

一是展示汉河流域奇石之美。品种
分大类小品类数十种，汉江奇石以水墨丹
青为主彩，堵河石以釉光青坚硬光华为代
表，天河奇石以图形卵石为代表。矿山石
以绿松，米黄，水晶，北太湖石，穿石，恐龙

蛋化石等为主。这里石头表现于地壳运
动火山爆生，清水浸养，黑白分明，简称水
黑石。有的白线如水，金线扣丝，漫流大
地，缠绵不绝，为人类送去甘甜，体现生态
美。有的入深山出老林，飞瀑直下三千
尺，恰似银河落人间，体现壮观美。有的
是非分明，如魔如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道尽人间正道苍桑，体现自然美。有的月
下醉酒，对影成三人的体现诗意美。有的
老子问道，米芾拜石，风鸣仙山，青牛已出
函谷关的历史美。有的跃马千里，横扫疆
场，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爱国美。有的如虎
似狼，尽显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纹饰动
感之美。有的日出而作，五谷丰登，男耕
女织的劳动之美。有的天河漫游，鹊桥相
会，红楼遗梦，含情脉脉的爱情之美。有
的云蒸霞蔚，天人合一，尽显自然美。黑
白之间太极幻化，阴阳混生，忽明忽暗，雾
水蒙蒙，是非曲直，公正生明。知黑守白，
少黑留白，当以石会友，以石言志，守石规
矩。寻理想的天书地画，写人生的快乐华
彩，绘水墨丹青画卷，看天河心雨打湿衣
裳，唱牛郎织女七夕恋歌，护汉江清泉永
续北送，这能否是汉河奇石最大的魅力。

二是展示农耕文化与文明。夏明镜
收藏展示的民俗件，最大的还是农耕石
文化。有许多的石磨石磙，它矇住了多
少双眼晴在石磨盘上卖力一生，它碾碎
了多少人依靠农耕致富养家养命的梦
想。它磨破了多少双美丽的少年双手变
成了老毒老辣世俗公婆。它是历史的年
轮，生命的磨房，人生的战车。带着你惊
叹忧伤去寻觅乡愁，穿越时空隧道走进
那农耕文明，体验那农耕时代。民俗馆
藏最多的还数陶罐土烧缸罈。一看就是
我们这代人用过的大缸，罐子，罈子等器
物，还打上了时代的印记：有农业学大塞
工业学大庆的、有毛泽东思想活学活用
的、有哲学精典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有
人民公社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有备
战备荒为人民的，还有扫盲的、卫生防疫
的，还有节约生产、勤俭持家、勤俭建国、
计划生育、植树造林、发展教育的，还有

移风移俗、新事新办的，还有不少的家教
家训文化继承。说缸要数民俗馆的八仙
青鈾大缸，四周八方分别雕塑八仙，很有
气势。这些物品一般价值都在表皮上，
象是穿衣服一样五花八门，能表现出不
同的文化，政策，艺术，工艺，体现了时代
创造美，劳动朴实美，艺术生活美。是当
时劳动人民生产生活的真实写照。更反
应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艰苦奋
斗、勤俭建国的历史进程。反应出人民
群众生活生产大集体大家庭的壮丽画
卷。红庙窑场的炉火淬炼了郧西工业发
展信心至今不灭。天河口船帮号子鼓着
风帆拉着民生走上了“高速高铁”时代。
天河水乡两岸生产丰收的希望催生了现
代高科技产业的诞生。秦楚通商的丝绸
之路上关道上还能看到多少挑缸换粮的
背影忙碌着赶往“天子渡口”……这些古
老又年轻的记忆是郧西人民信仰的香
火，世世代代薪火不绝的根脉，乡愁乡情
乡怨连绵，它照亮了郧西人创业成功的
心路，一代又一代勤劳善良的郧西人民
用辛劳的汗水，汇聚成推动新时代发展
的磅礴力量，根在青山在，水长日月长。

三是奇石协会展示新希望。许多
石友都在暗暗支持夏总的发展，有的老
石友主动走进他，帮助他选石、理店、办
馆，市奇石协会、周边县市奇石协会也
在鼓励他，也甚至还当选为十堰市奇石
协会副会长。郧西石友界，都希望自己
有个正常的“家”，有一个学习交流的阵
地，展示交易的平台。市场选择，获奖
为王，有民意就有新希望。夏总身为政
协委员不仅要发挥好参政议政，民主监
督，民主协商的权利，还要主动履职为
民，以促进奇石产业科学有序高质量发
展，助推五美郧西建设，不断提高奇石
协会的“四个维度”即知名度、美誉度、
诚信度和市场占有度，不断壮大协会实
力和提高会员参赛参展的等级和频
率。以石为媒，以石会友，传播天河正
能量，打响天河汉江牌！

（陈尊祥）

金秋十月，硕果累累。记者一行驱
车驶入内蒙古察右前旗扶贫产业园区
内蒙古薯都凯达食品有限公司和内蒙
古朋诚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及内蒙古
塞主粮食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蓝天、
碧草、繁花一路相伴，遥望田野上，秋风
荡漾，泥土的清香和秋收的香味交织在
一起，沁人心脾。种植有补贴、收获有
收入，一条条通往富民之路带出的产业
链，惠及一方百姓，成为内蒙古察右前

旗产业扶贫其中的一环，所到之处记者
看到的都是一派繁忙的景象。

内蒙古察右前旗 1994年被确定为
国家级重点贫困旗，全旗重点贫困村77
个（含深度贫困村21个），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 6357户 13249人。截至目前，全旗
59个贫困村出列，5172户 10794人稳定
脱贫。全旗还有 1185户 2455名贫困人
口未脱贫，18个贫困村（含深度贫困村4
个）未出列，全旗贫困发生率为1.47%。

近年来，内蒙古察右前旗始终聚焦
党委主责、政府主抓、干部主帮、基层主
推，始终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的政治任
务来抓，扣紧压实各级责任主体的责
任，着力构建抓脱贫攻坚的强大合力，
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
部门协调联动的大扶贫工作格局，为全
旗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完善的政策
保障。

如今，以燕麦、马铃薯为代表，“土
里土气”的“三件宝”，实现了由“土气”
向“洋气”的华丽转身，成为了内蒙古察
右前旗产业链条最完整、农民从中受益
最多、扶贫效果最好、发展潜力最大的
特色富民产业，带动了一方百姓脱贫致
富奔小康。“燕麦和牛奶加水果的完
美结合，味道超赞！”“量特别足、营养全
面且特别健康，当早点是再好不过的选
择了。”……今年 10月底，一款叫“燕麦
方便面”和“塞主粮燕麦胚芽米”的早餐

产品在京东网上爆红，网友评价上万，
好评度高达 99%。这款很“潮”的燕麦
产品，就是来自内蒙古察右前旗的产
品。

内蒙古察右前旗共选派驻村干部
550名，其中 77个贫困村都至少选派了
5名驻村干部，41个非贫困村都至少选
派了3名驻村干部。

2016年至 2018年全旗易地扶贫搬
迁共建设安置点52个，整村搬迁自然村
127个，安置搬迁户2269户4537人。工
程建设方面，2018年开工建设的24个安
置点578套易地扶贫搬迁房屋已部完成
主体工程。目前旗城投公司正在组织
质量验收，验收完成后可交付乡镇组织
搬迁入住。危房改造方面，2019年共计
划实施四类重点对象危房改造 573户，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228 户。截至目
前，已开工549户，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218户；已完工 344户，其中建档立卡贫
困户147户。2019年对全旗建档立卡贫
困家庭在校学生1761人进行资助，共计
发放教育资助资金443.0845万元。

在健康扶贫方面，全旗贫困人口基
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达到了 100%。继续
实行贫困人口“先诊疗、后付费”“一站
式”报销措施，贫困人口就医时只需要
提供贫困户手册（扶贫手册）、户口本、
身份证即可住院治疗。通过开辟就医
绿色通道，与上级对口帮扶医疗机构采
取“一对一”和“请进来、送出去”的办
法，提升医技水平为贫困患者提供诊疗
服务。

菜单式扶贫方面，对有劳动能力、
有发展意愿的贫困户实施“菜单式”扶
贫，重点推动种植业及生猪、肉牛、蛋鸡
等产业补贴，不断扩大覆盖面。易地移
民后续产业扶持项目（肉牛养殖）已初
步确定建设11个肉牛养殖园区。

光伏扶贫方面，大力推进以村级电
站和集中式电站为重点的光伏扶贫工
程。第一批村级光伏扶贫电站项目总
投资 1.32亿元，涉及 9个乡镇的 50个贫
困村；第二批村级光伏扶贫电站项目预
计总投资7512万元，涉及7个乡镇的27
个贫困村。内蒙古察右前旗以创新精
神推进文化、光伏、电商等新兴业态扶
贫开发。

经济林建设方面，内蒙古察右前旗
全旗经济林建设以村集体经济为主，个
别有大户种植 33户 2116亩，经济林和

庭院经济共计惠及贫困户 1303户 2818
人。

京蒙扶贫方面，一是产业协作深入
开展，抢抓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机遇，
2013年8月合作共建内蒙古第一个京蒙
产业园，目前园区承接北京重点项目21
个，累计入驻企业 50 家，总投资 23 亿
元，解决就业4300多人。在北京大兴区
农委等部门的支持下，先后引进了“老
宋”瓜王、沃圃生无土种植项目、兴凯服
饰等龙头企业落地，并与贫困户建立减
贫带贫长效机制，带动脱贫。借助“万
企帮万村”活动，与大兴区国资委签订
合作协议，由旗国有公司和大兴区国资
委下属 13家国有企业合作组建兴蒙源
公司，围绕产业开发、消费扶贫等项目，
打造对口帮扶的产业服务平台，全力助
推察右前旗脱贫攻坚战。

二是帮扶资金效益显现。今年以
来，利用北京市第一批京蒙扶贫协作资
金 3074 万元、内蒙古自治区配套资金
110万元编制产业合作类、劳务协作类、
社会事业类共计 3大类 5个项目；利用
第二批京蒙扶贫协作资金1000万元，编
制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建设项目，该项目
已开工，；利用大兴区 1300万元捐赠资
金编制基础设施类、教育医疗类、劳务
协作类、产业合作类共计4大类12个项

目。
三是劳务协作扎实推进。2019年，

大兴区选派4名专家讲师赴该旗各乡镇
开展技术培训 49次，参训人员达 1950
人（全部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此外，该
旗举办了“春风行动”就业扶贫现场招
聘会，提供就业岗位2132个。镇村结对
方面，大兴区庞各庄镇、礼贤镇、亦庄
镇、长子营镇、天宫院街道办事处 21个
村、社区与旗6个乡镇的21个深度贫困
村进行了结对帮扶，累计捐赠资金 370
万元。教育办学方面，全旗 6所学校与
北京大兴区 6 所学校结成对口帮扶关
系。医疗卫生方面，大兴区17家卫生院
与旗22家基层医疗机构结对帮扶，在科
室建设、人才培养、远程会诊、双向转
诊、定期进行大型巡回义诊活动及专家
坐诊方面开展帮扶工作，并向该旗捐赠
医疗器械。

社会扶贫网方面，完成贫困户注册
6085户，爱心人士注册 3093人，爱心人
士注册人发布物品需求41条，成功对接
6条，对接率 14.63%，发布资金需求 145
条，成功对接 135条，对接率 93.1%，捐
赠资金 20.2116万，资金对接累计数量
位列全区第一，获得已捐赠金额位列内
蒙古自治区全区第二。

（闫 廷）

本报讯 这两天，江苏泗阳农商银
行各网点的厅堂内，多了一批“洋气”的
设备——智能柜员机。据了解，智能柜
员机虽小，作用却很大。该机器在原有
可办理九成非现金业务的基础上，新增
了现钞存取款等功能，为该县当下医
保、社保的缴费、社保卡激活工作开辟
了高速通道，且界面设置人性化、业务
流程简洁，为老年客户社保领取业务提
供很大的便利。

同时，相较于传统ATM机每日取
款2万元的上限，该设备最多可取20万

元现金，效率大大超越人工柜台，同时
搭乘生物识别技术，设备实现“刷脸”取
款，满足客户无卡办理现金存取款业务
的需求。

“现金智能柜台是泗阳农商银行智
慧厅堂升级的重要改革项目之一，通过
改革为网点智能化建设和转型发展的
注入新的动能，通过改革为客户提供更
加普惠、便捷、高效、安全的金融体
验。”泗阳农商银行运营管理部总经理
伏焕忠介绍说。

（张茂业 刘玉）

托起富民的梦想托起富民的梦想
———内蒙古察右前旗精准扶贫工作纪实—内蒙古察右前旗精准扶贫工作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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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泗阳农商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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