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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法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投资者关系活

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参与单位名称

及人员姓名 
广大投资者 

时间 2021 年 5月 14 日 

地点 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p5w.net） 

上市公司接待

人员姓名 

董事长兼总经理 严华先生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黄照程先生 

独立董事 胡振超先生 

保荐代表人 孙小丽女士 

投资者关系 

活动主要内容

介绍 

1、年报显示当期员工 13335 人，为何领取薪酬人数为 14129 人，中间差

额是什么原因？ 

董事长、总经理严华： 

尊敬的投资人，您好！期末在册人数与领薪人员人数存在差异，主要原

因系当期员工离职所致。感谢您的关注。 

 

2、公司有和字节跳动、快手等短视频信息平台合作或提供技术服务吗？

字节跳动、快手是不是公司客户？谢谢 

董事长、总经理严华：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字节跳动，快手均为公司客户。感谢您的关注。 

 

3、请问：截至到今天收盘的股东人数？ 

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黄照程：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公司拥有在册股东合计

27,734 名，感谢您的关注。 

 

4、公司后续发展计划如何？还是想一直定位为“为别人打工的软件服务

商”、“包工头”角色吗？有没有计划创造自己的品牌和核心技术？核心

自主国产软件之类的？ 

董事长、总经理严华： 

尊敬的投资人您好！公司将继续聚焦软件技术服务的主营业务上，同时

加大产品解决方案的投入，在人才、技术、产品/方案上继续积累、沉淀，

努力厚积薄发，在国产化替代的浪潮中，发挥更大作用，有志于成为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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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定义世界的赋能者！谢谢关注！ 

 

5、请问公司有没有为券商、保险等金融机构服务？有没有提供定制证券

交易软件、证券交易 APP 方面的服务？ 

董事长、总经理严华：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有为海通证券、华泰证券、广发证券等券商

及平安保险、泰康保险等保险公司提供软件技术服务。感谢您的关注。 

 

6、各位法本信息领导您们好，今年国家开始大力发展企业数字化力度很

大，昨天新闻联播也播出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报道，请问贵公司在这

方面有何布局，对公司盈利有多少影响。谢谢。 

董事长、总经理严华：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如您所见，数字化转型在各行各业、各地区快速

发展，我们迎来了业务的战略发展机遇期，我们当前在金融、互联网、

通信等诸多行业、国内外多个地区进行了营业布局，公司业务收入保持

快速增长。感谢您的关注。 

 

7、公司的应收账款太高了！怎么解决？有多少风险？ 

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黄照程：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经营有序正常，应收账款是由于公司与客户

合作合同约定账期所致，公司主要客户均为行业头部客户，信用质量好，

违约风险小。同时公司重视应收账款管控工作，制定相关制度及措施，

提高新客户准入标准及应收账款回款力度，保证应收账款及时回收。感

谢您的关注。 

 

8、请问，公司的应收账款很高，有多少风险？ 

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黄照程：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经营有序正常，应收账款是由于公司与客户

合作合同约定账期所致，公司主要客户均为行业头部客户，信用质量好，

违约风险小。同时公司重视应收账款管控工作，制定相关制度及措施，

提高新客户准入标准及应收账款回款力度，保证应收账款及时回收。感

谢您的关注。 

 

9、尊敬的董事长，公司股票自上市以来跌跌不休，尽管实施了股权激励，

但如此低的股价也起不到激励效果吧。公司有什么应对举措吗？是否有

可能搞外延并购，改变主业单一的情况，增强企业活力？ 

董事长、总经理严华：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业务经营稳健，业绩快速增长，管理层有信

心完成激励的经营目标。股价波动属于二级市场上客观表现，我们会积

极应对。 

公司将继续聚焦软件技术服务的主营业务上，同时加大产品解决方案的

投入，公司坚持内生和外延并举的发展之路。 

谢谢您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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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严总您好，法本新上市时我曾经中过新股，谢谢法本带来的好运。

有个问题想问下，就是法本的员工数量，我记得初上市是 5 千还是多少，

几天没注意 1.3 万了。1.3 万人是什么概念，感觉有点夸张。可以看出严

总对公司的未来充满信心。那对我们小散来说，公司会不会存在扩张太

快的问题？毕竟光是人力的成本就要占成本的大头了吧。 

董事长、总经理严华：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通过技术人才为客户提供软件技术服务，人

数的增多是业绩增长的一种表现，公司有能力有信心做好快速增长的管

理。谢谢您的关注。 

 

11、股权激励完成了没有？谢谢！ 

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黄照程： 

尊敬投资者您好！ 

目前正在进行中。 

谢谢关注 

 

12、请问本公司在全国各地有多少间分公司？都在哪里呢？ 

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黄照程： 

尊敬投资者，您好！公司在北京、上海、广州、杭州、南京、成都、武

汉等国内主要城市设有分公司或办事处，业务范围覆盖全国大部分地区，

具备全时快速响应、多区域同步交付的能力。谢谢您的关注 

 

13、董事长好！公司 2021 年 2 月 26 日股权激励授预 119 名员工 572.1

万股限制性股票，其中 167.1 万股授予价为 27.82 元，另外 405 万股的授

予价为 55.07 元，但是法本现在市场上的股价已经跌到 34.72 元了，这么

低的市场股价与你们订的激励价格已经没有激励效应了，请问公司在股

票市值管理方面有没有一些提振股价的措施呢？ 

董事长、总经理严华：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业务经营稳健，有信心完成激励的经营目标。

股价波动属于二级市场上客观表现，我们会积极应对。谢谢您的关注！ 

 

14、请问黄总，13335 名员工是否都是企业正式在册员工，由本企业发

放工资缴纳社保等相关费用 

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黄照程：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拥有员工总计 13,335

名，均为正式员工，由本企业发放工资缴纳社保等相关费用。感谢您的

关注。 

 

15、请问下公司员工的构成情况 

董事长、总经理严华：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截至 2020 年期末，公司在册人数合计 13335 名，

其中技术人员 12131 名，占比超过 90%。其他人员的人数及占比可参见

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感谢您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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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请问公司目前有无涉及无人驾驶项目吗？具体有合作者吗？ 

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黄照程：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目前暂无直接参与无人驾驶项目。但是公司开始

组建专门的汽车行业管理线。未来公司将会在智能驾舱、自动驾驶、

BCM、V2X 等智慧出行及智能网联领域，为合作伙伴提供各类软件开发

及解决方案服务，公司将会协同汽车产业链上下游伙伴一起，全力推进

汽车行业的信息化转型。谢谢 

 

17、刚才严董说 20 财年实现收入超 19 亿，根据公司公布的人数来看，

员工人数差不多一万人，人均效益 19 万，够发工资的吗？ 

董事长、总经理严华：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定期报告中的员工人数为期末时点在册员工人数，

全年公司平均在册人数低于期末在册人数。感谢您的关注。 

 

18、严总，您好！公司 2020 年业绩增加近 80%，利润却只有约 4%增加，

是什么原因？ 

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黄照程：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较上年同期，公司 2021 年 Q1 季度营业收入增长

79.53%，净利润增长 4.04%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在国内区域、海外市

场加大投入为公司当年经营目标的达成提供有力支撑；为推动公司战略

落地，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加大基于行业能力构建的投入；同时公司在

产品与解决方案、技术研发方面持续加大投入。上述投入为公司持续增

长提供了市场基础、客户基础和技术基础。为公司持续增长提供有效支

撑！谢谢您的关注！ 

 

19、请问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提现在哪方面？公司在这些方面做了什么举

措保证这些核心竞争力？ 

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黄照程：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客户优质、交付敏捷、

管理高效、能力沉淀、运营精细、核心资质及人才优势等方面。感谢您

的关注。 

 

20、您好！能不能介绍一下公司目前在软件项目上有什么具体项目，对

公司的发展有没有后劲 

董事长、总经理严华：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目前公司在金融、互联网、通信、房地产、物流

等行业都有为客户提供软件产品与解决方案，公司在 2020 年全年及 2021

年第一季度均保持较高速度的业绩收入增长（2021 年第一季度的收入较

上年同期增长 79.53%）。公司对后期发展有信心！谢谢您的关注。 

 

21、请问董事长，公司已上市，三年内公司市值做到 200 亿，有什么具

体规划 

董事长、总经理严华：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我们的梦想不止于此，我们努力做到业绩收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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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增长，但股价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我们会积极应对，欢迎广大投资

者提出更好的建议，我们会虚心接受。谢谢您的关注。 

 

22、公司一季度主营大幅增长，但净利润增速远远落后于主营增速，今

年以后几个季度会有改观吗？谢谢。 

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黄照程： 

产品与解决方案、技术研发方面持续加大投入。上述投入为公司持续增

长提供了市场基础、客户基础和技术基础。为公司持续增长提供有效支

撑！谢谢您的关注！ 

 

23、请问，公司是否有关于数字人民币，有实际项目吗？2021 年中报是

否会依然保持高速增长呢？还有公司现金流是否处于紧张状态，如果是

如何解决 

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黄照程： 

尊敬的投资人您好！ 

公司暂时没有实际参与关于数字人民币的项目。公司对未来业绩增长充

满信心，同时公司通过对外拓展融资渠道、对内提升资金使用效率等手

段为公司业绩高速增长提供充足的资金储备，公司当前现金流处于健康

状态。谢谢关注 

 

24、请问严董事长，公司是否涉及研发数字货币相关软件？ 

董事长、总经理严华：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没有直接研发数字货币的相关软件，但公司

已与广发银行、中信银行、平安银行等大型银行有合作，为其提供软件

技术服务，谢谢您的关注！ 

 

25、请问未来有打算投资或收购科技企业？ 

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黄照程：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将加强与资本市场的沟通交流并完善公司战

略投资体系中的制度流程，根据自身业务发展的需要，在适当时机通过

兼并收购等方式进行对外扩张，实现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核心竞争力，

扩大业务收入规模。谢谢您的关注！ 

 

26、公司目前在职员工多少人 

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黄照程：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拥有员工总计 13,335

名。感谢您的关注。 

 

27、为什么股价跌的这么厉害 几乎夭折了 公司是否运行正常 

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黄照程：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二级市场股价受国家政策、行业发展情况、外部

环境、投资者心理等多因素影响，公司持续专注业务的拓展、管理水平

的提升，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及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2020 年度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 19.48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9.06%；2021 年第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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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营业收入 6.41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79.53%。公司愿积极与广大投

资者互动交流，更多了解公司，同时提醒投资者谨慎投资！感谢您的关

注 

 

28、请问严博士，贵公司上市以后股票一直低迷，请问贵公司有没有什

么措施 

董事长、总经理严华：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二级市场股价受国家政策、行业发展情况、外部

环境、投资者心理等多因素影响，公司持续专注业务的拓展、管理水平

的提升，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及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2020 年度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 19.48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9.06%；2021 年第一季度

实现营业收入 6.41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79.53%。公司愿积极与广大投

资者互动交流，更多了解公司，同时提醒投资者谨慎投资！感谢您的关

注。 

 

29、公司股价腰斩公司有维护市值想法吗？ 

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黄照程：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二级市场股价受国家政策、行业发展情况、外部

环境、投资者心理等多因素影响，公司持续专注业务的拓展、管理水平

的提升，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及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2020 年度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 19.48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9.06%；2021 年第一季度

实现营业收入 6.41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79.53%。公司愿积极与广大投

资者互动交流，更多了解公司，同时提醒投资者谨慎投资！感谢您的关

注 

 

30、法本基本面也不差，为什么股价一直跌，请问管理层有没有什么措

施 

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黄照程：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二级市场股价受国家政策、行业发展情况、外部

环境、投资者心理等多因素影响，公司持续专注业务的拓展、管理水平

的提升，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及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2020 年度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 19.48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9.06%；2021 年第一季度

实现营业收入 6.41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79.53%。公司愿积极与广大投

资者互动交流，更多了解公司，同时提醒投资者谨慎投资！感谢您的关

注 

 

31、请问，法本这次为什么要 10 送 7，是基于业绩有大幅提高吗？谢谢！ 

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黄照程：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本年度的权益分配方案为：以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129,470,09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红利 1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转增 7 股。本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是依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

的权益分派政策，并结合公司实际业务情况及财务状况下制定的，公司

持续稳健经营，以更好的业绩回报广大投资者，感谢您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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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公司一万三千多人是如何计算的？ 

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黄照程：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拥有员工总计 13,335

名。感谢您的关注。 

 

33、公司的核心技术是什么？ 

董事长、总经理严华：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能够提供包括企业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智

慧物流解决方案、金融解决方案、电商解决方案、DaaS 大数据解决方案

等，覆盖金融、互联网、软件、物流等多个行业，并根据云计算、大数

据、区块链发展趋势提前储备相关解决方案。谢谢您的关注！ 

 

34、公司估计持续走低，请问严董怎么看？ 

董事长、总经理严华：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二级市场股价受国家政策、行业发展情况、外部

环境、投资者心理等多因素影响，公司持续专注业务的拓展、管理水平

的提升，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及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2020 年度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 19.48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9.06%；2021 年第一季度

实现营业收入 6.41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79.53%。公司愿积极与广大投

资者互动交流，更多了解公司，同时提醒投资者谨慎投资！感谢您的关

注。 

 

35、请问法本信息董秘，贵公司上市以来，从未有机构投资者调研记录，

是公司没有公开报道，还是公司不接受此类投资机构调研活动，希望企

业能加强与机构投资者沟通，维护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黄照程：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的建议 

 

36、请问严博士，法本信息作为深圳本地一家大型软件企业，在华为公

司鸿蒙系统生态建设中，法本信息是否有实际合作项目，或合作开发应

用软件的计划？ 

董事长、总经理严华：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暂无直接实际合作项目，但公司会在鸿蒙系统生

态持续探索相关业务，寻找合作机会，谢谢您的关注！ 

 

37、严董事长：您对公司上市以来的表现是否满意？上市近半年来，二

级市场公司股价持续下行，公司管理层是否考虑过带头增持，并为员工

增持兜底，以提振广大投资者信心！ 

董事长、总经理严华：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及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

2020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9.48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9.06%；2021

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6.41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79.53%。公司愿积

极与广大投资者互动交流，更多了解公司。感谢您的关注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38、请问公司有无参与鸿蒙系统相关业务。 

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黄照程：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暂无直接实际合作项目，但公司会在鸿蒙系统生

态持续探索相关业务，寻找合作机会，谢谢您的关注！ 

 

39、对于全球化布局，公司有啥计划 

董事长、总经理严华：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已在香港、德国设立子公司，进行海外业务

探索。感谢您的关注。 

 

40、我看了你公司与润和软件的营收规模差不多，甚至你公司的营收增

速和净资产比润和更高，但是润和软件目前的市值是 110 亿，而你公司

才 45 亿市值，这是哪方面的问题呢？ 

董事长、总经理严华：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如您所见，我们做到了业绩的快速增长（2021 年

第一季度的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79.53%），但股价受诸多因素影响，我

们积极应对。公司对后期发展有信心！谢谢您的关注。 

附件清单 无 

日期 2021 年 5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