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682                                  证券简称：朗新科技 

 

朗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1-04 

投资者关系

活动类别 
业绩说明会 

参与单位名

称及人员姓

名 

通过同花顺路演平台参与朗新科技 2020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

投资者。 

时间 2021 年 04 月 12 日下午 15:00-17:00 

地点 同花顺路演平台（网络远程方式） 

上市公司接

待人员姓名 

董事、总经理郑新标先生，董事、副总经理彭知平先生，董事会

秘书、副总经理王慎勇先生，财务总监鲁清芳女士，独立董事林

中先生。 

投资者关系

活动主要内

容介绍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2 日（星期一）下午 15:00-17:00 在

同花顺路演平台举行 2020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本次业绩说明

会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业绩说明会问答环节内容如下： 

1、我记得贵公司好像有打算去海南发展。是否有这么回事？ 

答、按照中央部署，正在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这对于公司的新外贸数字化赋能业务将带来

很好的发展机遇，公司已在海口和三亚设立了相应的业务子公

司。非常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2、请问郑董：公司未来 5 年规划？ 

答、朗新科技集团未来将坚定聚力产业数字化，通过新一代

信息技术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构建数字生活场景平台，以 B2B2C



 

 

的业务模式，深耕能源服务、生活服务、城市服务等领域，通过

系统建设、平台运营、用户服务，助力产业创新和升级，创造并

分享新的价值。谢谢！ 

3、请问贵公司与未来电视是采用何种方式合作的？未来前

景如何？谢谢 

答：您好！公司与未来电视形成了相互信任、合作共赢的长

期伙伴关系，共同服务于互联网电视用户。公司负责互联网电视

平台建设、系统维护、运营支撑、大数据分析、业务推广、售后

及客户服务，将丰富的互联网电视内容呈现在家庭用户面前，并

基于用户的活跃和点播情况参与分成。截止到 2020 年底，服务

的互联网电视在线用户数超过 5,600 万家庭用户，在中国移动互

联网电视业务领域保持着市场领先优势，未来发展前景良好。谢

谢！ 

4、请问贵公司投资万达信息意义何在？该公司市值管理比

较失败，有没有前车之鉴值得朗新注意的？ 

答：您好，本次投资基于双方战略协同，万达信息（300168）

作为中国人寿战略投资的科技企业，是国内领先的智慧城市整体

解决方案提供商，朗新科技以 B2B2C 的业务模式，深耕能源服

务、生活服务、城市服务等领域，双方在数字城市的建设、运营、

服务领域有长期深度合作的空间。谢谢关注！ 

5、贵公司有涉足智慧电厂，智慧矿山，智慧水务类产品不？ 

答：您好！公司没有涉足智慧电厂和智慧矿山的产品和服务，

公司在智慧水务领域有提供 SaaS 服务。谢谢！ 

6、四季度利润暴增，明显高于前三季度，请解释说明下。 

答：您好！公司有相当比例软件及技术服务收入来自电网公

司及其下属企业，电网公司垂直管理的特性，决定了电网公司内

部投资审批决策、管理流程都有较强的计划性。受电网公司内部



 

 

年度工作计划以及合同流程管理的限制，公司下半年签署合同较

多，项目验收报告也主要在下半年完成，造成公司下半年确认收

入较多。对此，公司已积极对接电网客户计划和流程，主动沟通，

与电网客户建立紧密的协作机制，增加业务计划的可预期性。谢

谢！ 

7、请问新一代电力营销系统已经在哪些网省签订合同？今

年预计会签哪些网省？ 

答：新一代电力营销系统的建设还没有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公司深入参与了新一代电力营销系统的试点建设工作，已经获得

相应的合同，未来将更广泛参与新一代电力营销系统的建设工

作。谢谢！ 

8、邦道科技和易视腾有没有上市打算？ 

答：您好！邦道科技和易视腾目前没有独立上市的打算，谢

谢！ 

9、主持人，下午好，我想问郑总两个问题，一个是互联网

电视业务这块，刨除智能硬件之外的业务 2020 增长情况，以及

2021 年 Q1 的增长情况。 第二个问题，公司介入的行业很多，

如外贸、金融、气象、工业互联，公司在这块的战略考虑是怎样

的？谢谢！ 

答：您好，2020 年刨除硬件业务，易视腾业务同比增长接

近 60%。2021 年易视腾互联网电视平台将和运营商一起，持续

扩大平台在网用户数，并通过深度运营提高平台的活跃度，实现

基础分成和增值分成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谢谢！ 

10、近几年公司业务布局新跨入不同行业或领域（外贸、金

融、气象、工业互联等），请问郑总，公司在业务方面的战略是

怎样的？ 

答：您好！未来，朗新科技将坚定聚力产业数字化，持续深



 

 

耕能源服务、生活服务、城市服务等领域，通过系统建设、平台

运营、用户服务，助力产业创新和升级，创造并分享新的价值。

谢谢！ 

11、请问该公司的商誉未来三年内是否有减值计提风险？ 

答：您好，公司商誉主要由重组邦道科技产生，邦道科技主

要以线上生活缴费等场景化支付及相关数字化运营服务为主，业

务增长稳定，受疫情影响较小，且邦道科技 2018、2019、2020

年度已实现业绩均大幅超过业绩承诺，未发现存在减值风险。公

司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评估和

判断。谢谢关注！ 

12、郑总您好，请问朗新为什么这段时间连续控参股或投资

万达信息，思源政通，十六进制。 

答：您好！朗新科技聚力产业数字化，持续深耕能源服务、

生活服务、城市服务等领域，相关投资有助于公司在这些领域拓

展业务发展机会，谢谢！ 

13、郑总，您好！想请问一下新耀能源，新电途，蚂蚁充电

之间的区别。新电途是不是微信端的，蚂蚁充电是不是支付宝。 

答：您好！2020 年，公司抓住新能源汽车和充电服务市场

高速发展的历史机遇，在聚合充电服务场景上取得突破，通过支

付宝、高德地图等超级入口，为新能源车主提供距离近、价格低、

充电快、体验好的充电服务。未来，朗新科技将致力成为中国最

大的第三方聚合充电服务平台。谢谢！ 

14、首先感谢全体员工的辛勤工作，公司一季度取得了良好

的业绩。请问贵公司在智慧停车的业务发展情况如何及大都会地

铁 APP 是采取何种合作方式的，谢谢。 

答：在智慧停车业务领域，公司一方面和物业集团开展合作，

目前已签约十几家头部物业集团客户，覆盖约 5000 个停车场；



 

 

同时，公司也在 G 端积极拓展城市级停车平台的建设和运营，

目前已在云南曲靖和山东滕州等多个城市实现业务落地。 由邦

道科技承建及运营的上海申通地铁 Metro 大都会 APP，支持每

天千万级用户访问，实现全国 10 多个核心城市地铁或公交的互

联互通，有关媒体评为国内地铁出行 APP 的标杆产品。谢谢！ 

15、我们中小投资者最为关心的莫过于股价问题。对于公司

基本面，就公司的披露信息来看可以说非常优秀，但是公司二级

市场的股价确无法体现公司良好的发展态势。虽然公司耗资 1 个

多忆来回购，但是对于投资者的信心恢复还没有体现出来，请问

公司后续还有何举措提振投资者信心？谢谢。 

答：您好，公司长期重视公司价值和股东回报，将坚持公司

业务发展战略，加大研发投入，持续提升盈利能力，把做好企业

经营作为市值管理工作的核心。公司将努力做好经营管理工作，

为公司市值提升提供良好的业绩支撑，并持续做好信息披露和投

资者沟通，提振投资者信心。谢谢！ 

16、请问去年的利润下降是因为易视腾的业绩不达预期吗？

如果是的话，那 2021 年是否有具体的措施加以改善？ 

答：您好！2020 年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07 亿元，同比下降 30.69%，下降系 2019 年净利润含因重大

资产重组收购邦道科技产生的一次性投资收益 4.99 亿元；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84 亿元，同比

增长 43.86%，公司经营业绩持续快速增长。谢谢！ 

17、一季度业绩怎么样？ 

答：您好！公司 2021 年 4 月 9 日发布 2021 年一季度业绩

预告，实现归母净利润 4,877.52 万元–5,051.72 万元，同比增长

40.00%-45.00%。扣除股份支付影响后，归母净利润 7,577.52

万元–7,751.72 万元，增速为 71.56%-75.50%。谢谢！ 



 

 

18、请问贵公司对未来市值规划如何？是否有目标和信心将

公司做成 500 亿市值的上市公司？ 

答：您好，公司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将坚定聚力产业数字

化和平台业务发展战略，以 B2B2C 的业务模式，深耕能源服务、

生活服务、城市服务等领域，保持业绩持续增长，为公司市值提

升提供良好的业绩支撑，积极回报投资者，我们也相信资本市场

会发掘公司的价值，谢谢！ 

19、你好，贵公司与良信共投的基金现在什么个情况？ 

答：您好！公司与良信共同出资的基金专注于电力、电子以

及其他智能应用领域的投资，目前运作良好，谢谢！ 

20、公司近期进行的股票回购，是用不员工股权激励还是股

票注销？ 

答：您好！公司近期回购的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

工持股计划，谢谢。 

21、请问投资十六进制公司对贵公司未来业绩的影响？ 

答：十六进制专注于为全国中小学提供校内课堂精准教学

SaaS 云平台服务及相关产品，符合教育发展趋势和国内政策要

求，公司投资十六进制将为公司的数字城市和数字生活业务带来

更丰富的场景，为用户带来更好的体验。谢谢！ 

22、公司在海外市场有快速增长，请问在疫情情况下，海外

市场的前景如何？今年公司经营上有哪些针对海外市场发展的

策略？ 

答：您好！目前，海外业务在集团总收入占比较低。公司将

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重心，坚持“技术出海+当地合作伙伴”

的模式，共同挖掘海外市场的机会。谢谢！ 

23、能否公布下公司十大流通股情况，截止 2021 年 3 月 31

日? 



 

 

答：您好！有关股东情况请关注公司后续相关公告，谢谢。 

24、公司对目前二级市场股价的波动较大有何看法？除了之

前的回购外还将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如何来保证中小投资者的权

益。 

答：您好！公司重视长期价值和股东回报，将坚持公司业务

发展战略，加大研发投入，持续提升盈利能力，努力做好经营管

理工作，并持续做好信息披露和投资者沟通，提振投资者信心。

谢谢！ 

25、请问郑总到 2021 年底，朗新聚合充电平台所连接的充

电桩预计会达到多少万？预计实现的充电度数会达到多少？以

及到 2022 年底，2023 年底，计划达到什么具体规模。 

答：您好！2021 年第一季度，尽管受到年初疫情反复和春

节出行减少的影响，公司的聚合充电服务业务仍然实现了快速增

长，截止 2021 年一季度末，平台已累计接入充电运营商接近 250

家，实现了和星星充电、云快充等头部运营商的平台打通，覆盖

的充电桩数量超过 30 万，服务新能源充电车主数已超过 70 万，

一季度聚合充电量已超过 5,000 万度。朗新科技将致力成为中国

最大的第三方聚合充电服务平台。谢谢！ 

26、请问王总，运营上海地铁 MetroAPP，公司与上海地铁

申通集团在商业模式上是怎样的，也是业务分成吗？ 

答：您好！公司为上海地铁提供 MetroAPP 的技术开发和运

营服务，以技术服务费和运营服务费的方式结算，未来将尝试拓

展新的商业服务场景和业务分成模式，谢谢！ 

27、关于公司对于自身定位是什么，公司电网业务受政策面

影响较大，风险控制方面如何规避。电网业务有没有被南方电网

收购的风险 

答：朗新科技聚力产业数字化，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助力产



 

 

业转型升级、构建数字生活场景平台，以 B2B2C 的业务模式，

深耕能源服务、生活服务、城市服务等领域，助力产业创新和升

级，创造并分享新的价值。朗新科技将抓住能源革命和能源数字

化双重推进带来的重大机遇，结合自身在能源电力行业的先发与

深耕优势，为数字化转型的电网和能源企业提供有竞争力的能源

互联网解决方案。南方电网是公司重要合作伙伴，不存在被收购

的风险。谢谢！ 

28、与上海地铁合作模式今年会在别的城市复制吗？ 

答：您好！一方面公司通过与上海地铁 MetroAPP 推动城市

间的互联互通来实现业务拓展，另一方面，公司也正在其他城市

推广地铁服务的技术开发与运营业务。谢谢！ 

29、凭着不错的业绩及发展前景，公司领导层是否考虑邀请

机构前来实地的考察调研？目前来看贵公司的股份机构持有的

不多，现有的股价不能够反应贵公司真实的投资价值，也保护不

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答：您好！公司非常重视与机构投资者的沟通，目前正在为

邀请机构前来实地调研的工作做准备，谢谢！ 

30、公司控股股东今年有无二级市场减持的需求和计划？ 

答：您好！公司控股股东目前没有在二级市场减持的计划，

谢谢！ 

31、请问公司项目周期一般多长，收款方式一般是什么样的 

答：公司有服务于大型机构如电网、燃气及政府机构的大型

项目，也有服务于中小企业的小型项目，因此项目周期从数天到

一到两年不等，典型如服务于电网的大型项目周期将达半年甚至

一年，收款一般分阶段，有签订合同后的预付款，上线后的上线

款以及验收后的验收款，质保期结束后的质保款。 

32、作为长期投资朗新的小股民，结合历年业绩以及增长，



 

 

由衷希望朗新在二级市场市值在 300 亿以上，请问管理层是否有

信心！？ 

答：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与支持！公司对未来发展充

满信心！在软件服务领域，随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

朗新科技将抓住能源革命和能源数字化双重推进的重大机遇，推

动和引领能源数字化的发展，为能源行业和客户创造更多的价

值。在平台运营领域，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将释放巨大产业红利，

朗新科技的生活缴费、聚合充电、公共出行、全域停车、数字社

区等数字生活场景不断丰富。我们相信资本市场会发掘公司的价

值，谢谢！ 

附件清单

（如有） 
无 

日期 2021 年 04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