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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贵所于 2019 年 11 月 6 日出具的《关于北京映翰通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的科创板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上证科审（审核）

[2019]698 号）（以下简称“落实函”）已收悉。北京映翰通网络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映翰通”、“发行人”、“公司”）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保荐机构”）、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发行人律师”）、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申报会计师”）等相关方

对审核问询函所列问题进行了逐项核查，现回复如下，请予审核。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使用的简称与《北京映翰通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上会稿）》中的释义相同。 

落实函问题 黑体（加粗） 

落实函问题的回复 宋体（不加粗）、 楷体（加粗）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宋体（不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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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 

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比较同行业同等规模企业，补充披露作为发行人

主要业务的工业物联网通信产品业务的核心技术及其先进性，以及进入新行业、

新应用场景所依靠的技术优势。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补充披露作为发行人主要业务的工业物联网通信产品业务的核心技

术及其先进性 

深圳宏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宏电”）成立于 1997 年，主

营业务为 M2M 技术的研发及应用，为用户提供移动与控制的 M2M 通讯产品以

及系统化的集成产品，包括 DTU 产品、工业路由器、移动视频服务器等产品。 

厦门四信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四信”）成立于 2008 年，主

营业务为行业客户提供可靠的无线组网与智慧的行业应用，包括 DTU 产品、工

业无线路由器、解决方案等产品。 

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列举的汉威科技、星网锐捷、瑞斯康达等上市公司规

模较大，与发行人在工业物联网通信产品领域可比性不高。根据产品结构的相似

性，综合考虑公司规模等因素，发行人选取了深圳宏电、厦门四信作为同行业同

等规模比较。由于深圳宏电以及厦门四信属于非上市公司，能获得的公开资料有

限，因此发行人根据针对不同厂家的产品进行定性比较。 

发行人与宏电、四信的工业无线路由器的比较情况如下所示： 

工业无线

路由器 
发行人 宏电 四信 

典型产品 IR900 工业无线路由器 H8922 工业路由器 4G 工业路由器 F3X36 

应用场景 

主要用于实现各类工

业设备与远程控制中

心的网络通信，包括市

政供热、供水、供暖、

供气等远程监控系统；

工厂里数控机床等工

业设备远程监控系统；

主要用于工业应用领域

的设备联网。 

主要应用于物联网产业

链中的 M2M 行业，如

自助终端、智能电网、

智能交通、智能家居等

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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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无线

路由器 
发行人 宏电 四信 

银行 ATM 机无线通信

系统；电子警察抓拍通

信系统等应用。 

高可靠性 

适用于恶劣工作环境，

工作温度较宽，抗电磁

干扰能力强。 

适用于恶劣工作环境，

工作温度较宽，抗电磁

干扰能力强。 

工作温度较宽，未标示

抗电磁干扰能力指标。 

网络功能 

支持 IPv6，具备

DMVPN、动态路由等

高级网络功能。 

支持的网络功能较少。 支持的网络功能较少。 

工业协议

支持 

支持 Modbus、

IEC61850-5-101/104等

协议 

未标示 未标示 

物联网平

台支持 

支持设备云平台的远

程网管和远程维护功

能。 

支持宏电设备云管理平

台远程管理。 
未标示 

第三方开

发能力 
- - - 

光纤环网

冗余保护 
无 无 无 

网络安全 

支持

IPSec/SSL/L2TP/PPTP

等多种 VPN。 

支持

IPSec/SSL/L2TP/PPTP

等多种 VPN。 

支持

IPSec/SSL/L2TP/PPTP

等多种 VPN。 

注：以上数据来源于互联网公开资料 

发行人与宏电、四信的无线数据终端的比较情况如下所示： 

无线数据

终端 
发行人 宏电 四信 

典型产品 
InDTU332 工业无线数

据终端 

H7710 工业级通用无线

数据终端 
4G 数传终端  F2X16 

应用场景 

主要用于为采用串行接

口的机器设备增加接入

互联网的远程通信功

能，包括用于配电自动

化终端；交通、停车场

等引导标牌；农业温室

大棚控制器；野外气象、

水利、环保远程监测站

等应用。 

主要用于实现用户设备

到数据中心远程透明数

据通信。 

主要用于为如智能电网、

智能交通、智能家居等应

用提供无线长距离数据

传输功能。 

高可靠性 适用于恶劣工作环境， 适用于恶劣工作环境，工 工作温度较宽，未标示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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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数据

终端 
发行人 宏电 四信 

工作温度较宽，抗电磁

干扰能力强。 

作温度较宽，抗电磁干扰

能力强。 

电磁干扰能力指标。 

网络功能 网络功能较为简单。 网络功能较为简单。 网络功能较为简单。 

工业协议

支持 

支持 Modbus 

RTU/TCP、

IEC61850-5-101/104 等

协议转换功能 

未标示 未标示 

物联网平

台支持 

支持设备云平台的远程

网管和远程维护功能。 

支持宏电设备云管理平

台远程管理。 
未标示 

第三方开

发能力 
- - - 

光纤环网

冗余保护 
无 无 无 

网络安全 

部分型号支持国密算

法、支持国家电网加密

算法。 

部分型号支持国密算法。 未标示 

注：以上数据来源于互联网公开资料 

发行人与宏电、四信的边缘计算网关的比较情况如下所示： 

边缘计算

网关 
发行人 宏电 四信 

典型产品 IG900 边缘计算网关 X2 工业智能物联网关 工业智能网关 F-G100 

应用场景 

主要用于为工业应用提

供本地数据智能处理功

能，包括工业机器人实

时响应系统、车载系统

等应用。 

应用于数控机床、工业机

器人、无人车、消防、工

厂现场等多种复杂应用

场景。 

主要用于连接智能仪表、

PLC 等智能设备，处理上

行、下行的信息，完成不

同协议的转发、连接物联

网平台。 

高可靠性 

适用于恶劣工作环境，

工作温度较宽，抗电磁

干扰能力强。 

适用于恶劣工作环境，工

作温度较宽，抗电磁干扰

能力强。 

工作温度较宽，未标示抗

电磁干扰能力指标。 

网络功能 

支持 IPv6，具备

DMVPN、动态路由等高

级网络功能。 

支持的网络功能较少。 支持的网络功能较少。 

工业协议

支持 

支持 Modbus TCP、

Modbus RTU、 OPC 

UA、PROFINET、

PROFIBUS-DP、PPI 等

主流工业以太网和现场

总线协议，覆盖主流

支持 Modbus TCP、

Modbus RTU、 

PROFINET等现场总线协

议。 

支持 Modbus、西门子、

欧姆龙、三菱等 PLC 私有

协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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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计算

网关 
发行人 宏电 四信 

PLC 厂商。 

物联网平

台支持 

可接入多种主流的物联

网云平台，包括公司自

有的设备云、微软

Azure、亚马逊 AWS、

施耐德 EcoStruxure 工

业云、阿里云等 

支持宏电设备云管理平

台远程管理。 

可接入普奥云、微软 

Azure-iot 平台、等第三方

云平台 。 

第三方开

发能力 
支持 Python 开发。 支持 C 和 Python 开发。 未标示 

光纤环网

冗余保护 
无 无 无 

网络安全 

支持

IPSec/SSL/L2TP/PPTP

等多种 VPN。 

支持

IPSec/SSL/L2TP/PPTP 等

多种 VPN。 

支持

IPSec/SSL/L2TP/PPTP 等

多种 VPN。 

注：以上数据来源于互联网公开资料 

宏电、四信没有工业以太网交换机，故无法比较。 

发行人的工业物联网通信产品主要面向各种工业应用领域，用于各种无人值

守环境下工业设备的联网。与竞争对手相比，其核心技术及先进性表现为： 

1. 发行人产品采用高可靠性软硬件设计，适用于配电网等恶劣的工作环境，

工作温度较宽，抗电磁干扰能力强，功耗低，可靠性好。竞争对手产品一般抗电

磁干扰能力较低，功耗较高，可靠性较低。 

2. 发行人产品采用 INOS 网络操作系统，网络功能完备，专为移动通信网络

特性进行优化设计并支持 IPv6。竞争对手产品支持的高级网络功能较少。 

3. 发行人的边缘计算网关产品支持多种现场总线协议和工业实时以太网协

议，覆盖主流 PLC 厂商，并可对接主流物联网云平台，支持客户快速开发边缘

计算应用。竞争对手产品支持的现场总线协议和工业实时以太网协议较少，二次

开发能力较弱。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六节“业务与技术”之“七、技术与研发情况”之

“（一）发行人核心技术情况”之“1、工业物联网通信产品”补充披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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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同行业同等规模企业对比 

根据产品结构的相似性，综合考虑公司规模等因素，发行人选取了深圳宏

电、厦门四信作为同行业同等规模比较。由于深圳宏电以及厦门四信属于非上

市公司，能获得的公开资料有限，因此发行人根据针对不同厂家的产品进行定

性比较。 

发行人与宏电、四信的工业无线路由器的比较情况如下所示： 

工业无线

路由器 
发行人 宏电 四信 

典型产品 IR900工业无线路由器 H8922 工业路由器 4G 工业路由器 F3X36 

应用场景 

主要用于实现各类工

业设备与远程控制中

心的网络通信，包括市

政供热、供水、供暖、

供气等远程监控系统；

工厂里数控机床等工

业设备远程监控系统；

银行 ATM 机无线通信

系统；电子警察抓拍通

信系统等应用。 

主要用于工业应用领域

的设备联网。 

主要应用于物联网产业

链中的 M2M 行业，如自

助终端、智能电网、智

能交通、智能家居等领

域。 

高可靠性 

适用于恶劣工作环境，

工作温度较宽，抗电磁

干扰能力强。 

适用于恶劣工作环境，

工作温度较宽，抗电磁

干扰能力强。 

工作温度较宽，未标示

抗电磁干扰能力指标。 

网络功能 

支持 IPv6，具备

DMVPN、动态路由等高

级网络功能。 

支持的网络功能较少。 支持的网络功能较少。 

工业协议

支持 

支持 Modbus、

IEC61850-5-101/104

等协议 

未标示 未标示 

物联网平

台支持 

支持设备云平台的远

程网管和远程维护功

能。 

支持宏电设备云管理平

台远程管理。 
未标示 

第三方开

发能力 
- - - 

光纤环网

冗余保护 
无 无 无 

网络安全 
支持

IPSec/SSL/L2TP/PPTP

支持

IPSec/SSL/L2TP/PPTP

支持

IPSec/SSL/L2TP/PP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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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无线

路由器 
发行人 宏电 四信 

等多种 VPN。 等多种 VPN。 等多种 VPN。 

注：以上数据来源于互联网公开资料 

发行人与宏电、四信的无线数据终端的比较情况如下所示： 

无线数据

终端 
发行人 宏电 四信 

典型产品 
InDTU332工业无线数据

终端 

H7710 工业级通用无线

数据终端 
4G数传终端  F2X16 

应用场景 

主要用于为采用串行接

口的机器设备增加接入

互联网的远程通信功

能，包括用于配电自动

化终端；交通、停车场

等引导标牌；农业温室

大棚控制器；野外气象、

水利、环保远程监测站

等应用。 

主要用于实现用户设备

到数据中心远程透明数

据通信。 

主要用于为如智能电网、

智能交通、智能家居等应

用提供无线长距离数据

传输功能。 

高可靠性 

适用于恶劣工作环境，

工作温度较宽，抗电磁

干扰能力强。 

适用于恶劣工作环境，工

作温度较宽，抗电磁干扰

能力强。 

工作温度较宽，未标示抗

电磁干扰能力指标。 

网络功能 网络功能较为简单。 网络功能较为简单。 网络功能较为简单。 

工业协议

支持 

支持 Modbus RTU/TCP、

IEC61850-5-101/104等

协议转换功能 

未标示 未标示 

物联网平

台支持 

支持设备云平台的远程

网管和远程维护功能。 

支持宏电设备云管理平

台远程管理。 
未标示 

第三方开

发能力 
- - - 

光纤环网

冗余保护 
无 无 无 

网络安全 

部分型号支持国密算

法、支持国家电网加密

算法。 

部分型号支持国密算法。 未标示 

注：以上数据来源于互联网公开资料 

发行人与宏电、四信的边缘计算网关的比较情况如下所示： 

边缘计算

网关 
发行人 宏电 四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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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计算

网关 
发行人 宏电 四信 

典型产品 IG900边缘计算网关 X2 工业智能物联网关 工业智能网关 F-G100 

应用场景 

主要用于为工业应用提

供本地数据智能处理功

能，包括工业机器人实

时响应系统、车载系统

等应用。 

应用于数控机床、工业机

器人、无人车、消防、工

厂现场等多种复杂应用

场景。 

主要用于连接智能仪表、

PLC 等智能设备，处理上

行、下行的信息，完成不

同协议的转发、连接物联

网平台。 

高可靠性 

适用于恶劣工作环境，

工作温度较宽，抗电磁

干扰能力强。 

适用于恶劣工作环境，工

作温度较宽，抗电磁干扰

能力强。 

工作温度较宽，未标示抗

电磁干扰能力指标。 

网络功能 

支持 IPv6，具备 DMVPN、

动态路由等高级网络功

能。 

支持的网络功能较少。 支持的网络功能较少。 

工业协议

支持 

支持 Modbus TCP、

Modbus RTU、 OPC UA、

PROFINET、

PROFIBUS-DP、PPI 等主

流工业以太网和现场总

线协议，覆盖主流 PLC

厂商。 

支持 Modbus TCP、Modbus 

RTU、 PROFINET 等现场总

线协议。 

支持 Modbus、西门子、欧

姆龙、三菱等 PLC 私有协

议等。 

物联网平

台支持 

可接入多种主流的物联

网云平台，包括公司自

有的设备云、微软

Azure、亚马逊 AWS、施

耐德 EcoStruxure 工业

云、阿里云等 

支持宏电设备云管理平

台远程管理。 

可接入普奥云、微软 

Azure-iot 平台、等第三

方云平台 。 

第三方开

发能力 
支持 Python 开发。 支持 C和 Python 开发。 未标示 

光纤环网

冗余保护 
无 无 无 

网络安全 

支持

IPSec/SSL/L2TP/PPTP

等多种 VPN。 

支持

IPSec/SSL/L2TP/PPTP 等

多种 VPN。 

支持

IPSec/SSL/L2TP/PPTP 等

多种 VPN。 

注：以上数据来源于互联网公开资料 

宏电、四信没有工业以太网交换机，故无法比较。 

发行人的工业物联网通信产品主要面向各种工业应用领域，用于各种无人

值守环境下工业设备的联网。与竞争对手相比，其核心技术及先进性表现为： 

1）发行人产品采用高可靠性软硬件设计，适用于配电网等恶劣的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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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温度较宽，抗电磁干扰能力强，功耗低，可靠性好。竞争对手产品一般抗

电磁干扰能力较低，功耗较高，可靠性较低。 

2）发行人产品采用 INOS 网络操作系统，网络功能完备，专为移动通信网

络特性进行优化设计并支持 IPv6。竞争对手产品支持的高级网络功能较少。 

3）发行人的边缘计算网关产品支持多种现场总线协议和工业实时以太网协

议，覆盖主流 PLC 厂商，并可对接主流物联网云平台，支持客户快速开发边缘

计算应用。竞争对手产品支持的现场总线协议和工业实时以太网协议较少，二

次开发能力较弱。 

（二）进入新行业、新应用场景所依靠的技术优势。 

发行人进入新行业、新应用场景所依靠的技术优势主要如下： 

1、物联网技术的长期积累 

发行人以工业物联网通信产品为基础，逐步将业务拓展到不同行业领域的垂

直解决方案。公司在物联网技术领域具有较为全面的技术积累，在物联网的不同

层次均有技术研发，具备物联网垂直应用的深度整合和跨界创新能力，这是公司

的综合优势。未来公司还将继续依托这一优势，遵从“持续孵化工业物联网垂直

应用解决方案”的发展战略，开发更多的物联网垂直应用解决方案产品。 

2、“云+端”的技术优势 

发行人产品包含行业终端和行业应用云平台两大部分，其中行业终端均为基

于工业物联网通信产品的相关技术研发，行业应用云平台均基于设备云平台开发。

工业物联网通信技术以及设备云平台技术是发行人研发新产品的技术基础。发行

人长期在“云+端”积累的技术优势有助于发行人在新行业、新应用场景快速推

出新的产品。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六节“业务与技术”之“七、技术与研发情况”之

“（一）发行人核心技术情况”补充披露如下： 

5、发行人进入新行业、新应用场景所依靠的技术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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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进入新行业、新应用场景所依靠的技术优势主要如下： 

1）物联网技术的长期积累 

发行人以工业物联网通信产品为基础，逐步将业务拓展到不同行业领域的

垂直解决方案。公司在物联网技术领域具有较为全面的技术积累，在物联网的

不同层次均有技术研发，具备物联网垂直应用的深度整合和跨界创新能力，这

是公司的综合优势。未来公司还将继续依托这一优势，遵从“持续孵化工业物

联网垂直应用解决方案”的发展战略，开发更多的物联网垂直应用解决方案产

品。 

2）“云+端”的技术优势 

发行人产品包含行业终端和行业应用云平台两大部分，其中行业终端均为

基于工业物联网通信产品的相关技术研发，行业应用云平台均基于设备云平台

开发。工业物联网通信技术以及设备云平台技术是发行人研发新产品的技术基

础。发行人长期在“云+端”积累的技术优势有助于发行人在新行业、新应用场

景快速推出新的产品。 

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核查过程 

保荐机构核查了发行人工业物联网通信产品的核心技术情况；取得了发行人

产品性能的相关资料；查看了深圳宏电以及厦门四信相关产品资料；访谈了发行

人技术研发总监。 

2、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已补充披露了工业物联网通信产品的性能与

深圳宏电、厦门四信的对比情况并说明了发行人核心技术的先进性；发行人已补

充披露其进入新行业、新应用场景所依靠的技术优势，相关披露表述准确，依据

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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