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扎根福建智慧城市业务

长威科技：打造国内大数据高端应用顶尖企业

本报记者 杨洁

日前，智慧城市方案提供商长威科技科创板IPO获得上交所受理。 公司成立于2000年，20年来扎根福建，积累了大量智慧城市领域信息技术服务经验。

此次上市，公司拟募集2.81亿元，将投入新一代智慧应急管理平台、智慧城市公共支撑能力平台等项目，公司目标5年内在数据要素应用服务领域的应用创新和服务方面达到全国领先水平，成为国内大数据高端应用领域的顶尖企业。

业务集中于福建省

长威科技是一家从事智慧城市建设的信息技术企业，专注于智慧治理、智慧应急、政务民生等领域开展业务，为各级党政机关、金融、企业等客户提供集智慧应用开发、系统集成服务、运维和技术服务于一体的综合信息技术服务。 公司以智慧应用开发带动系统集成服务、运维和技术服务，由此实现公司的规模化发展。

长威科技最早为硬件平台系统集成商，2002年，公司承接了“兴业银行视频会议系统” 项目，在系统集成领域迈出了重要一步。 2003年，公司承接了“福建省政务信息网龙岩市横向接入网工程” ，成为公司积极参与“数字福建” 建设的起点，也为公司在政务行业系统集成领域开拓了新的市场。

从2017年起，长威科技通过承建各类数据类和智慧应用型项目，认识到数据对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性，开发了基于核心技术的“数字操作平台” ，并在此基础上开发了“智慧治理”“智慧应急”“政务民生”等系列智慧应用产品。

2017年长威科技承建了“福建省政务服务APP统一平台”（闽政通APP）。“闽政通APP”获“2017中国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年度智慧城市最佳创新产品奖”“2019省级十大数字政府优秀创新案例”等多项奖励。 在2020年疫情期间，“闽政通APP”对企业复工复产和民众出行保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闽政通APP”在全国25个已建省

级移动政务服务平台服务能力排名中位列第3名，截至2020年8月，注册用户量已突破3000万，月活跃用户超过1600万。

从收入结构来看，目前福建市场为公司最主要的市场。 报告期内（2017年至2019年及2020年上半年），长威科技来自福建省内的业务收入占比分别为93.22%、93.72%、85.08%和72.28%。 长威科技表示，在未来发展规划中计划在稳定福建省内市场的基础上着重开拓省外市场，以分散业务区域集中的风险，但如果公司未来不能顺利拓

展福建省外市场，将对公司的持续成长产生较大影响。

瞄准智慧城市需求

长威科技表示，智慧城市行业需求正稳步增长。据了解，2019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60.60%，总人口达14亿，预计到2030年，我国城市化率将超过75%，城市管理者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目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取得很大进展，智慧城市建设规模位于世界前列。 2018年，我国全部副省级以上城市、76%以上地级市和超过32%的县级市，总计大约500座城市已明确提出或正

在建设新型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在我国的发展实践，不断丰富着城市智能化的内涵。

IDC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我国智慧城市技术投资规模为200.53亿美元。 2023年我国智慧城市技术投资规模预计将达到389.2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4%。

长威科技称，公司已经形成了包括智慧业务支撑、数据智能作业和数字化融合赋能三大类核心技术。 根据业务场景赋能的需要，公司的核心技术直接应用于公司智慧治理、智慧应急、政务民生等领域的智慧应用开发和运维服务，以实现核心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

公司此次 IPO拟募集资金2.81亿元，将投入新一代智慧应急管理平台、智慧城市公共支撑能力平台、研发及测试中心升级建设。

长威科技 称 ，在智 慧城市 领域的项 目建设 中，公司 积累了 大量大数 据 、人工 智能等 技术的研 究成果 ，未来，公 司将抓 住数字经 济发展 的市场 机遇 ，加 大大数据 、人工智 能 、物联 网 、区块链 、时空信 息等技 术在“数 据治理 、数 据智能 、数据流 通” 方面 的应用研 究和产 品 研 发 投 入 ， 通 过 数 据

智 能技术 为智慧 城市各业 务领域 应用提 供更智 能 、更全面 的业务 算法模 型。 同时 ，公 司将持 续提升 智慧应 用开发与 技术服 务的标 准化 、规 范化水平 ，从而在 应急管 理 、城市治 理 、政务 服务 、民 生服务 等主要业 务领域 为客户 提供更 智能 、更智 慧的产 品和解 决方案 。

公司的目标是“根植福建、立足海西、辐射全国” ，争取5年内在数据要素应用服务领域的应用创新和服务方面达到全国领先水平，成为国内大数据高端应用领域的顶尖企业。

电子信息集团持股并为大客户

长威科技表示，报告期内，公司收入分别为 3.25亿元、3.66亿元、3.81亿元和1.97亿元，毛利率分别为29.12% 、35.36%、40.72%和30.72% ，归母净利润分别为3068.60万元、4552.73万元、5109.18万元和581.71万元。

与榕基软件、辰安科技、恒锋信息、南威软件、易华录等可比上市公司相比，长威科技的收入规模和资产规模较小。 在研发方面，报告期内，长威科技研发费用占营收比例分别为6.42%、5.77%、6.96%和7.70%，与上述公司水平相当。

长威科技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从2018年起转为负数，2018年、2019年和2020年上半年分别为-4302.20万元 、-932.60万元和-5948.95万元。 公司解释称 ，2017年公司净利润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差异不大，公司经营业绩基本上可以以现金方式收回。 但 2018年、2019年，公司应收账款增加较多，并

逐步在注重发展智慧应用开发等知识密集型业务，有关成本主要构成是员工的薪酬、社保、差旅费等刚性现金支出，付款周期极短 ，公司在推动此类核心业务规模增长的背景下，成本增加产生的现金支出往往在短时间内发生，但销售收款受下游客户的影响相对支出有所滞后。 2020年上半年，公司经营活 动的现

金流量净额为负，主要是因上半年受到疫情影响 ，有关政府类项目客户的付款进度有所延缓，进一步影响了经营活动现金流入。

在客户方面，兴业银行、福建国资旗下的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电子信息集团” ）等在报告期内均位列其前五大客户。 而电子信息集团还是长威科技第二大股东。

截至招股书签署日，电子信息集团持有公司股份1046万股，占公司发行前总股本的18.22%。 此外，深创投持有公司股份329万股，占公司发行前总股本的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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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洁

业务集中于福建省

长威科技是一家从事智慧城市建设的

信息技术企业， 专注于智慧治理、 智慧应

急、政务民生等领域开展业务，为各级党政

机关、金融、企业等客户提供集智慧应用开

发、系统集成服务、运维和技术服务于一体

的综合信息技术服务。 公司以智慧应用开

发带动系统集成服务、运维和技术服务，由

此实现公司的规模化发展。

长威科技最早为硬件平台系统集成

商，2002年，公司承接了“兴业银行视频会

议系统” 项目，在系统集成领域迈出了重

要一步。 2003年，公司承接了“福建省政务

信息网龙岩市横向接入网工程” ， 成为公

司积极参与“数字福建” 建设的起点，也为

公司在政务行业系统集成领域开拓了新的

市场。

从2017年起， 长威科技通过承建各类

数据类和智慧应用型项目， 认识到数据对

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性， 开发了基于核心

技术的“数字操作平台” ，并在此基础上开

发了 “智慧治理”“智慧应急”“政务民

生”等系列智慧应用产品。

2017年长威科技承建了“福建省政务

服务APP统一平台”（闽政通APP）。 “闽

政通APP” 获“2017中国信息化和软件服

务业年度智慧城市最佳创新产品奖”

“2019省级十大数字政府优秀创新案例”

等多项奖励。 在2020年疫情期间，“闽政通

APP” 对企业复工复产和民众出行保障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闽政通APP” 在全

国25个已建省级移动政务服务平台服务能

力排名中位列第3名，截至2020年8月，注册

用户量已突破3000万， 月活跃用户超过

1600万。

从收入结构来看， 目前福建市场为公

司最主要的市场。 报告期内 （2017年至

2019年及2020年上半年）， 长威科技来自

福建省内的业务收入占比分别为93.22%、

93.72%、85.08%和72.28%。长威科技表示，

在未来发展规划中计划在稳定福建省内市

场的基础上着重开拓省外市场， 以分散业

务区域集中的风险， 但如果公司未来不能

顺利拓展福建省外市场， 将对公司的持续

成长产生较大影响。

瞄准智慧城市需求

长威科技表示， 智慧城市行业需求正

稳步增长。 据了解，2019年，我国城市化率

达到60.60%，总人口达14亿，预计到2030

年，我国城市化率将超过75%，城市管理者

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 目前，我国智慧城

市建设取得很大进展， 智慧城市建设规模

位于世界前列。 2018年，我国全部副省级以

上城市、76%以上地级市和超过32%的县级

市，总计大约500座城市已明确提出或正在

建设新型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在我国的发

展实践，不断丰富着城市智能化的内涵。

IDC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我国智慧

城市技术投资规模为200.53亿美元。 2023

年我国智慧城市技术投资规模预计将达到

389.2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4%。

长威科技称， 公司已经形成了包括智

慧业务支撑、 数据智能作业和数字化融合

赋能三大类核心技术。 根据业务场景赋能

的需要， 公司的核心技术直接应用于公司

智慧治理、智慧应急、政务民生等领域的智

慧应用开发和运维服务， 以实现核心技术

与产业深度融合。

公司此次IPO拟募集资金2.81亿元，将

投入新一代智慧应急管理平台、 智慧城市

公共支撑能力平台、 研发及测试中心升级

建设。

长威科技称，在智慧城市领域的项目

建设中，公司积累了大量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技术的研究成果，未来，公司将抓住

数字经济发展的市场机遇， 加大大数据、

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时空信息等技

术在“数据治理、数据智能、数据流通” 方

面的应用研究和产品研发投入，通过数据

智能技术为智慧城市各业务领域应用提

供更智能、更全面的业务算法模型。 同时，

公司将持续提升智慧应用开发与技术服

务的标准化、规范化水平，从而在应急管

理、城市治理、政务服务、民生服务等主要

业务领域为客户提供更智能、更智慧的产

品和解决方案。

公司的目标是“根植福建、立足海西、

辐射全国” ，争取5年内在数据要素应用服

务领域的应用创新和服务方面达到全国领

先水平， 成为国内大数据高端应用领域的

顶尖企业。

电子信息集团持股并为大客户

长威科技表示，报告期内，公司收入分

别为3.25亿元、3.66亿元、3.81亿元和1.97

亿元 ， 毛利率分别为 29.12% 、35.36% 、

40.72%和 30.72% ， 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3068.60万元、4552.73万元、5109.18万元

和581.71万元。

与榕基软件、辰安科技、恒锋信息、南

威软件、易华录等可比上市公司相比，长威

科技的收入规模和资产规模较小。 在研发

方面，报告期内，长威科技研发费用占营收

比例分别为6.42%、5.77%、6.96%和7.70%，

与上述公司水平相当。

长威科技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从

2018年起转为负数，2018年 、2019年和

2020年上半年分别为 -4302.20万元 、

-932.60万元和-5948.95万元。 公司解释

称，2017年公司净利润与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差异不大， 公司经营业绩基

本上可以以现金方式收回。 但2018年、

2019年，公司应收账款增加较多，并逐步

在注重发展智慧应用开发等知识密集型业

务， 有关成本主要构成是员工的薪酬、社

保、 差旅费等刚性现金支出， 付款周期极

短， 公司在推动此类核心业务规模增长的

背景下， 成本增加产生的现金支出往往在

短时间内发生， 但销售收款受下游客户的

影响相对支出有所滞后。 2020年上半年，

公司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 主要

是因上半年受到疫情影响， 有关政府类项

目客户的付款进度有所延缓， 进一步影响

了经营活动现金流入。

在客户方面，兴业银行、福建国资旗下

的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电子信息集团” ）等在报告期内均

位列其前五大客户。 而电子信息集团还是

长威科技第二大股东。

截至招股书签署日， 电子信息集团持

有公司股份1046万股， 占公司发行前总股

本的18.22%。 此外， 深创投持有公司股份

329万股，占公司发行前总股本的5.73%。

工大高科闯关科创板

□本报记者 刘杨

日前，上交所网站显示，合肥工大高科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简称“工大高科” ）的科创板IPO申请已获上交所受理。

工大高科是一家专业从事工业铁路信号控制与智能调度产

品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的国家创新型企业。 本次闯

关科创板，工大高科拟募资2.58亿元，投向基于AI与IIoT的

铁路站场智能无人化作业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等。

工大高科表示， 将坚持致力于为国民经济重要领域客

户工业铁路运输系统的安全、高效生产提供自动化、智能化

的信号控制与智能调度装备， 持续推动工业铁路运输领域

的技术进步， 立志成为国内外领先的工业铁路信号控制与

智能调度产品及解决方案提供商。

打造两大核心产品

根据招股书，工大高科核心产品按应用场景分为地面工

业铁路信号控制与智能调度、矿井井下窄轨信号控制与智能

调度两大系列，主要应用于矿山、冶金、石化、港口、电力以及

其他专用线与专用铁路领域。 同时，为提升公司两大核心产

品智能化应用中所需的系统架构及网络安全的设计与实施

能力，工大高科还从事信息系统集成及技术服务业务。

据介绍， 公司所从事的工业铁路信号控制与智能调度

业务具有专业化程度高、技术难度大的特点，主要面向国民

经济重要行业的国有大型企业销售。

在自主研发和生产自制关键设备及专用软件的基础

上，工大高科根据客户的需求定制化开发系统产品，主要通

过参加招投标的方式获取项目订单， 为行业用户提供产品

和解决方案。

据了解，工大高科注重研发投入，拥有一支高素质、高

水平的研发团队，先后主持了国家863计划项目1项、工信

部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基金项目4项、 科技部国家国际科技

合作项目1项等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参与了国家863主题项

目1项，为公司的持续研发提供了强大动力。

报告期内（2017年至2020年上半年），公司研发投入

分别为1429.13万元、1368.33万元、846.62万元和364.91万

元；研发投入占营收的比例分别为16.62%、10.79%、5.00%

和5.33%。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技术人员合计93人，占公司

总人数的56.36%，其中魏臻、程运安、胡庆新、程磊、徐自军

等9位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核心技

术人员变动的情况。

主业毛利率较高

报告期内， 工大高科的营收分别为8599.77万元、1.27

亿元、1.69亿元和6852.06万元；归母净利润分别为1229.95

万元、2097.42万元、3722.63万元和1342.78万元。

报告期内， 公司综合毛利率分别为28.50%、27.34%、

35.95%和38.05%，呈上升趋势，主要是毛利率较高的工业

铁路信号控制与智能调度产品收入占比提高所致。

报告期内， 公司工业铁路信号控制与智能调度产品销

售毛利率分别为52.38%、41.74%、49.64%和49.82%， 总体

呈波动态势。 公司表示，随着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公司工

业铁路信号控制与智能调度产品毛利率未来可能存在下降

的风险，进而可能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此外，工大高科下游客户主要涉及矿山、冶金、石化、港

口、电力等行业，而这些行业及相关企业的经营和效益状况

与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呈正相关性。因此，公司业务发展受经

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较大。 如果我国宏观经济出现周期性

波动，可能会导致公司下游行业景气度下滑，市场需求延缓

或减少，从而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应收账款占比较大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分别为6818.67万元、

6987.33万元、8339.13万元和10854.96万元， 占同期末流动

资产比例分别为41.56%、38.14%、40.99%和57.56%。 工大高

科表示，公司应收账款客户主要为国有大型企业，上述客户

信誉良好，信用风险较低，且公司对应收账款充分计提了坏

账准备，但仍然存在应收账款不能按期收回或无法收回产生

坏账的风险，进而对公司业绩和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同时， 工大高科所处高端装备制造行业为国家大力鼓

励和扶持的行业，享受的政府补助较多。 报告期内，公司计

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分别为969.41万元、1229.22万元、

948.79万元和418.65万元， 占利润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67.40%、50.87%、21.91%和27.23%。 如果未来政府对公司

所处行业的政策支持力度有所减弱， 政府补助政策发生不

利变化，公司取得的政府补助金额将会有所减少，进而对公

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此外，公司主要客户为国有大型企业，此类客户大多数

是在上半年对全年的投资和采购进行规划并实施项目招

标，下半年进行项目验收、项目结算。因此，公司还存在经营

业绩季节性波动的风险。财务数据显示，2017年至2019年，

公司下半年营业收入占全年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59.54%、64.08%和64.27%。

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工业铁路面

临着国家“公转铁” 政策带来的大量新建专用线及专用铁

路、智能化矿山建设、存量规模较大的工业铁路信号控制与

智能调度产品的建设和升级改造的重大机遇， 市场空间广

阔。此外，工业铁路信号控制与智能调度产品还可以应用于

城市轨道交通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工业铁路市场。

随着AI、5G、IIoT等技术与行业的日益深度融合，行业

技术进步正迈向新一轮变革。工大高科表示，公司当前产品

研发方向正紧跟这一步伐，朝着无人化、智能化方向发展，

并努力成为行业技术的先行者与引领者。

本次闯关科创板，工大高科拟募资2.58亿元，投向基于

AI与IIoT的铁路站场智能无人化作业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

目、 基于5G的矿井机车无人驾驶及移动目标精确管控系统

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工业铁路信号控制与智能调度产品数

字化生产车间建设项目以及基于云服务的业务支撑平台建

设项目。

阳光诺和：为逾200家药企提供药物研发服务

□本报记者 傅苏颖

日前，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

公司（简称“阳光诺和” ）科创板上市申请

获受理。 公司成立于2009年，是国内较早对

外提供药物研发服务的CRO公司 （合同研

究组织）之一。公司此次拟募资4.84亿元，用

于特殊制剂研发平台项目、药物创新研发平

台项目、临床试验服务平台建设项目以及创

新药物PK/PD研究平台项目。

行业迎发展机遇

招股说明书显示，截至本招股说明书签

署之日， 利虔直接持有公司2206.95万股股

份， 占公司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36.78%，是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阳光诺和主营业务是为医药企业提供

专业化研发外包服务，致力于协助国内医药

制造企业加速实现进口替代和自主创新。公

司作为医药制造企业可借用的一种外部资

源，在接受客户委托后，可以在短时间内迅

速组织起一支具有高度专业化和丰富经验

的研究队伍，从而帮助医药制造企业加快药

物研发进展，降低药物研发费用，并实现高

质量的研究。

公司业务起步于药学研究业务，在药学

研究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建立了扎实的

客户基础。 随后，公司的业务领域向临床研

究、 生物分析及药物发现等服务领域扩展，

覆盖原料药及制剂研究、I-IV期临床试验研

究、生物等效性试验研究、生物分析、先导化

合物筛选和优化等各个领域。尤其在仿制药

研发方面，公司已经形成全流程一体化业务

模式，药学和临床并重发展。

招股说明书显示，截至本招股说明书签

署之日，公司拥有约10000平方米的药物研

发实验室，500余人的技术团队。公司主营业

务涵盖仿制药开发、一致性评价及创新药开

发等方面的综合研发服务，服务内容主要包

括药学研究、临床试验和生物分析。 药学研

究服务包括原料药与制剂工艺研究、质量标

准和稳定性研究等；临床试验服务包括I-IV

期临床试验研究、生物等效性试验（BE）研

究；生物分析服务包括运用先进的质谱分析

平台、免疫分析平台、细胞分析平台、分子生

物学分析平台进行方法开发、 方法验证、生

物样本检测研究等。

CRO行业是我国近二十年来发展起来

的新兴行业。 1996年，MDS� Pharma� Ser-

vice投资设立了中国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

CRO，从事药物的临床研究业务。随后昆泰、

科文斯及Kendles等跨国CRO开始陆续在

中国设立分支机构。中国本土CRO企业在这

个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如药明康德、昭衍

新药、 泰格医药等企业分别从药物发现研

究、临床前研究、临床研究等角度进入CRO

行业，抓住行业快速成长的机遇，成为国内

目前CRO行业的领先企业， 并推动了中国

CRO产业的成长。

相比全球CRO市场， 我国CRO行业基

数较小，在医药需求持续增长以及全球化趋

势的影响下，我国CRO市场处于高速增长阶

段。 根据全国医药技术市场协会的统计数

据，2013年至2018年，我国CRO市场规模从

231亿元迅速增长到678亿元，年均复合增长

率达到24.03%。 未来随着国内对创新药、仿

制药研发的需求加速释放，CRO行业将迎来

持续增长的行业发展机遇。

重视研发投入

公司重视研发投入，将持续的研发投入

作为保持公司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公司

研发投入有助于巩固公司核心竞争力并支

持公司长期业务发展。 报告期内（2017年至

2020年1-3月）， 公司研发费用分别为

280.49万元、846.06万元、1906.55万元和

398.15万元， 占当期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

7.78%、6.28%、8.16%和5.40%。

公司作为一家药学研究、临床试验及生

物分析的综合型CRO公司，掌握了原料药与

特殊制剂、创新药I-Ⅳ期临床试验、生物等

效性试验、生物分析等各领域的关键技术及

评价模型， 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核心技术体

系，综合实力在国内“药学+临床” 综合型

CRO公司中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且技术

标准与国际接轨。

2015年以来，公司参与研发的项目已累

计取得133项仿制药临床批件或临床备案

号；1项创新药进入Ⅲ期临床试验，且为“国

家重大科技专项-重大新药创制专项” ，另

有1项创新药进入Ⅱ期临床试验； 已取得56

项仿制药药品注册受理号， 已有5项仿制药

首家取得药品注册批件或首家通过一致性

评价。

截至报告期末， 公司研发人员共有542

人，占员工人数81.02%。专业、稳定的团队确

保了公司能够持续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药

物研发服务。 同时以此为平台，公司能够持

续吸引全球优秀的人才加入公司研发团队，

丰富公司的人才储备。

得益于公司提供的一体化药物研发服

务以及在医药研发服务领域长期的项目经

验积累，目前公司已经成为国内药物研发服

务主要提供商之一。 自成立以来，公司累计

为超过200余家医药企业提供药物研发服

务， 其中多数为国内大中型医药制造企业。

公司通过不断提升自身研发能力，增强了客

户服务满意度，提升了客户黏性。 稳定优质

的客户群体为公司未来业务的持续增长提

供了保障。

毛利率存波动风险

报告期内，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占比为

99.98%、99.98%、99.88%和100.00%， 主营

业务突出。公司主营业务包括药学研究服务

以及临床试验和生物分析服务两方面。

药学研究服务主要包括原料药及制剂

工艺研究、质量研究、稳定性研究等服务。报

告期内， 药学研究服务的收入分别为

3121.01万元、7267.31万元、12720.58万元

和4298.93万元， 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

别为86.59%、53.92%、54.54%和58.28%。 临

床试验和生物分析服务主要包括生物等效

性试验、 Ⅰ-Ⅳ期临床试验及生物分析等服

务。 报告期内，临床试验和生物分析服务的

收入分别为 483.34万元、6210.00万元、

10604.91万元和3078.02万元， 占主营业务

收入的比例分别为13.41%、46.08%、45.46%

和41.72%。

2018年，公司药学研究服务收入占比较

2017年大幅下降，而临床试验及生物分析服

务收入占比较2017年大幅上升，主要是因为

公司为完善自身产业链， 于2018年3月收购

诺和德美，扩大了临床试验服务的业务规模。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39.71%、42.38%、45.89%和45.35%。 公司提

供的药品研发服务均为定制化服务，部分服

务的周期较长，药品研发风险较高，研发成

本具有一定的不可控性，导致公司不同项目

的毛利率具有一定的差异，且公司不同年度

毛利率会发生一定的波动。 此外，毛利率受

市场供求状况、公司议价能力、行业竞争情

况、具体订单情况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 因

此，公司可能面临着毛利率波动的风险。

报告期内各期末，公司母公司口径的资

产负债率分别为59.69%、53.22%、50.98%及

51.34%。 公司资产负债率水平较高，主要是

公司预收账款规模较大，且近年来未进行大

额股权融资所致。虽然公司出现大规模退还

客户预收款项的可能性较小，但是如果未来

公司不能正常履行合同而将预收账款转化

为收入，较高的资产负债率将使公司面临一

定的债务风险。

日前， 智慧城市方案提

供商长威科技科创板IPO获

得上交所受理。 公司成立于

2000年，20年来扎根福建，

积累了大量智慧城市领域信

息技术服务经验。

此次上市， 公司拟募集

2.81亿元， 将投入新一代智

慧应急管理平台、 智慧城市

公共支撑能力平台等项目，

公司目标5年内在数据要素

应用服务领域的应用创新和

服务方面达到全国领先水

平， 成为国内大数据高端应

用领域的顶尖企业。

扎根福建智慧城市业务

长威科技：打造国内大数据高端应用顶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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