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州工业园区凌志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股票简称：凌志软件           股票代码：688588       编号：202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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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文字说明)

参与单位名称及人

员姓名

深圳鑫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孔令峰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计算机行业首席研究员邢开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TMT 首席研究员刘雪峰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计算机行业首席研究员曹佩

元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员柴逸飞

深圳市前海鸿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员彭卫

上海玖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冯利、投资经理高子涵、

刘娜

卜元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投资总监季林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员叶允志

上海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计算机行业分析师蒲梦洁、

宁柯瑜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计算机行业首席分析师强超廷、丁辰晖

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TMT 计算机行业首席分析师马笑、刘

熹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计算机行业首席研究员郑宏达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计算机行业首席研究员沈海滨、王倩雯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员刘军伟、朱战宇

上海和谐汇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员梁爽

上海聚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员李和瑞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员杜昊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员江耀堃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员陆宇轩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员蒋领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员梁国柱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计算机行业高级分析师陈冠呈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员谢春生、金兴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员陆奔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员郭梁良

兴银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研究员高鹏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计算机行业首席研究员浦俊懿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计算机行业首席研究员鲁立

时间 2020 年 11 月 1 日-2020 年 11 月 30 日

地点 苏州工业园区凌志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第一会议室/其他

公司接待人员姓名 饶钢

投资者关系活动主

要内容介绍

一、董事会秘书饶钢介绍公司简要情况

二、问答环节

1、公司 2020年上半年经营情况？

答：（一）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第一季度国内疫情严峻，公司着力降低疫情负面影

响；第二季度日本疫情进入高峰期，为公司经营带来挑战，通

过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公司营业收入达 280,360,073.90元，

营业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基本持平的同时，公司毛利率较去年

同期有所上涨；营业成本153,656,828.92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2.64%；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1,422,090.04元，较去年同

期下降15.99%；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2,924,089.29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1.42%。净利润下降主要是

因为报告期内公司加大研发投入，研发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

及对联营企业的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二）报告期内业务开拓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着力开拓新客户，新增了日本证券科技株式会

社、QUALICA Inc.、中天证券、长城国瑞证券、恒泰证券等客户。

（三）报告期内业务交付情况

对日软件开发服务业务方面，重要项目交付顺利，公司核心技

术在重要项目中得到广泛应用。日本住宅融资机构核心管理平



台项目，采用基于领域驱动的方式进行设计，利用微服务框架

对系统进行重构，对设计及技术能力要求较高。报告期内，公

司积极组织设计开发工作，保障项目顺利实施。目前该平台部

分功能已顺利交付客户使用，在提升客户服务能力同时，大幅

降低了系统的维护成本。

快递公司智能化配送管理平台项目，为应对疫情，利用 IOT技

术(NFC)，通过非接触方式读取会员信息收取快递，同时还允

许收货人指定收货地点（便利店，送货箱，物业，门口，车

库，煤气表箱等）。在这个项目中，公司技术得到充分应用，

除IOT外，平台还利用 AI技术，基于历史数据计算最佳配送路

线，通过配送路线优化节省配送成本。

国内行业应用软件解决方案市场方面，证券行业正处于全面对

外开放和深化改革的窗口期，数字化建设需求旺盛。

中信建投证券“致胜平台”项目，采用凌志微服务平台

（LDSF）作为技术底座，基于分布式计算技术构建资源整合、

能力沉淀的平台体系，为前台应用快速响应业务变化提供底层

的服务、技术、数据等资源的支持，为后台系统封装输出业务服

务接口、屏蔽技术细节、统一和简化交互模式，起到承上启下的

作用。截止报告期末，经过多期建设，中台的整体规划功能已

经完成。

恒泰证券智能运营平台项目，基于公司 O2O客户智能精准营销

服务解决方案，采用分布式任务调度和多渠道消息推送的技术

架构，大幅提升了数据触发引擎性能，可支撑千万级用户规模

的券商深度应用。该平台是线上用户智能运营平台，通过构建

数字化运营体系，实现运营自动化、精细化，可满足投资者多

层次需求，实现券商数字化转型的发展战略与更高的业绩增长

要求。

（四）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情况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已获得 143 项软件著作权，4 项发明专

利；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投入2,651.29万元，进行了3项

软件著作权的申请工作，并已获得其中 2项；同时，公司部分

核心技术已在申请知识产权的准备工作中。

2、此次全球新冠疫情对公司业务的影响？

答：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对全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带来极大的挑战，对全球的宏观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对公司相

关影响则主要体现在时间与节奏上，公司主要客户订单不会丢

失。新冠肺炎疫情未改变金融软件开发行业长期向好的趋势，

不会对公司的发展前景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3、公司海外业务拓展情况是怎样的？

答：随着中国软件开发实力提升，野村综研 2003年决定扩大与

中国的离岸软件开发业务。当时公司虽然刚成立不久，但核心

管理团队拥有多年日本工作经历，软件开发经验丰富并精通日

本语言文化，因此，公司通过了野村综研的初步筛选。随后，

公司参加了由野村综研指定的为期一个月的模拟项目开发，开

发完成后，由野村综研相关负责人组成的 20多人的评审团听取

了公司的项目汇报并重点针对管理能力、技术实力、质量水准进

行了深度问询，最后获得高分并取得供应商资质。

2004年，野村综研需要为日本最大的证券公司开发一套先进的

网上交易系统，特别是在性能和扩展性上有比较高的要求，所

以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基于 J2EE的开发技术。公司是当时野村

综研的供应商中，少数能熟练掌握 J2EE并拥有较多互联网软件

开发成功案例的企业，因此获得了野村综研的青睐。当时，公

司还未与野村综研开展过具体项目合作，野村综研秉承一贯谨

慎、严谨的作风，再次要求公司进行模拟项目开发，重点考察

公司的技术能力。野村综研指定了一套其自主研发的新技术框

架，既不提供框架的使用说明书，也不公开框架代码，在只提

供了一段调用范例代码的前提下，公司在为期三周的模拟期间

内成功地研究和消化了新技术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指定

内容的开发和测试任务，被野村综研评价为精通 J2EE技术的供

应商，并赢得了该项目的订单。由于该项目在野村综研内部关

注度极高，公司承接并成功完成该项目后，赢得了良好的声

誉，特别是在先进技术口碑方面形成了和其他供应商的差异化

特征。

公司从 2004年承接日本最大的证券公司网上交易系统项目为开

端，逐步成为野村综研证券业务的主要供应商。其后，公司凭

借自身过硬的技术实力和软件开发服务能力，逐步拓展业务范

围，经过多年的经营，已在日本金融业软件开发服务领域取得

了一定的市场地位和较好的口碑；2008年起开始承接保险、产



业业务系统的开发，2010年起开始承接银行业务系统的开

发，2012年，公司成功开拓了日本客户大东建托，公司不仅承

接了IT实施、维护等业务，更负责其 IT项目整体架构及咨询业

务；2016年，公司成功开拓新客户东芝科技，公司直接为其提

供 POS机系统等相关软件的开发，从 2014年起，公司与日本其

他知名 IT咨询服务机构如 SRA、TIS等公司的业务量逐渐增长，

共同为终端客户研发了如日本信用卡系统、企业年金系统等产

品。 

4、公司在国内业务开展情况？

答：公司依靠在日本金融行业多年丰富的业务经验和软件开发

经验，2010年起逐步开拓国内证券市场软件解决方案业务，将

对日软件开发服务的经验技术和业务人才导入国内，推动国内

证券信息服务系统的转型与升级。经过几年的市场开拓，公司

已经在国内证券市场取得了一定的影响力，积累了较多证券公

司客户资源，包括国泰君安、华泰证券、中信建投、国信证券、申

万宏源、方正证券等 60多家证券客户，为公司今后继续开拓国

内证券市场软件解决方案业务奠定了客户基础。目前使用公司

大投行综合管理平台的证券公司达到近 50家，使用CRM系统的

证券公司有近 20家，使用 MOT关键时刻服务管理系统的证券公

司有 30余家（其中规模排名前 20的券商占有 16家）。CRM系统

和 MOT关键时刻服务管理系统是公司基于多年对日本金融业的

软件开发服务经验，将日本先进证券营销服务和管理理念引入

国内并结合国内证券市场实际情况成功研发的产品。公司通过

向国内证券公司传输日本先进的证券客户营销和服务理念，逐

渐改变国内证券公司传统的营销和服务理念，并逐步得到国内

证券公司的认可。

5、公司国内业务与海外业务的主要差别是怎样的？ 

答： 公司对日软件开发服务业务中，客户将其软件开发项目

整体或部分通过项目委托开发的方式交给公司实施，由公司按

约定的进度与质量要求将软件或服务交付给客户。在对日软件

开发服务中，公司提供的绝大部分为定制软件开发服务，公司

也存在少数软件售后服务项目以及极少量为客户提供人员派驻

的软件服务。

公司国内业务主要采取面向金融行业以产品为基础提供解决方



案的服务模式。公司基于行业调研，深入了解行业痛点，进行

针对性的产品研发。研发完成后，公司将通过市场推介、招标等

方式获取相关订单合同，并针对客户具体需求实施产品交付，

客户按照合同约定验收付款。对于已经采购公司产品的客户，

一般会与公司签订二期、三期合同以应对比较大的系统升级需

求。公司也通过产品持续研发，持续升级行业共性需求，并主

动向客户推介、商谈升级产品版本。升级会通过谈判的方式确定

合同价格。在国内行业应用软件解决方案中，公司提供的主要

包括基于公司自有产品基础上的定制软件开发、人员派驻、软件

售后服务等软件服务和软件产品销售等。

6、公司有哪些治理方面的举措？

答：本公司自成立以来，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

章程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已经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

会、监事会、管理层之间职责分工明确、依法规范运作的法人治

理结构。公司董事会设置了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等四个

专门委员会，并明确了各个专门委员会的权责、决策程序和议

事规则。报告期内，本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

独立董事和董事会秘书依法规范运作和履行职责，公司法人治

理结构日趋完善。

7、公司未来有哪些业务发展的规划？

答：公司以“诚信负责、成就客户、造就员工”的经营理念，按

照“诚信为本、客户至上、以顾客为中心、服务于全球”的经营

方针，持续保持研发投入，引进和培养人才，不断进行技术和

管理创新。未来公司将发挥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

技术领域的优势，聚焦于金融科技领域，大力开拓国外市场，

不断提升公司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层次和水平；进一步研发云计

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与金融科技领域高度融合的软

件产品，不断加大国内金融行业应用软件市场份额，服务我国

金融业信息服务体系的转型与升级；积极布局物联网，研发基

于智能设备的新产品，开拓新型的业务模式，通过技术与业务

创新，提供优质的金融科技服务，力争成为中国具有国际先进

水平的骨干企业和知名品牌。

8、公司的在日本市场的发展机遇有哪些？

答：凌志软件自成立以来十多年深耕日本金融软件市场,站稳了



脚跟，取得了一定的市场份额，与众多知名金融行业客户建立

了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未来公司将持续发展日本金融 IT 市场

作为公司的重点发展方向。公司在日本金融 IT 市场迎来了重要

的发展机遇，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日本老龄化带来的市场机遇。

日本老龄化是日本的国情，已经持续几十年，近几年在软件开

发人员方面呈现断崖式恶化，金融行业 IT 系统是金融行业的生

命线，持续 IT建设、开发、升级需要相当数量的软件工程师，

日本国内由于老龄化造成的软件工程师供需缺口近年不断增

大，据研究机构数据显示，仅 2019 年就缺少 26.8 万软件工程

师，以凌志软件目前人均收入估计，这个市场在千亿人民币规

模，而且呈继续扩大的趋势，这个巨大市场将为凌志软件发展

带来巨大的机遇。

（2）互联网技术占比不断上升带来的市场机遇。

凌志软件的软件开发团队是以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移动互

联网技术应用为特色，近些年，日本金融 IT从封闭式大型计算

机系统向开放的互联网系统和云部署转移是一个时代的趋势。

日本金融业向互联网、云部署转移，上述技术特点的业务比重

不断上升，这为凌志软件过去 5 年保持 30%左右持续稳定增长

创造了良好市场条件。

（3）移动互联网技术普及的市场机遇。

凌志软件在国内券商业务方面主要集中于移动互联网和数据分

析，通过参与国内证券行业的先进技术竞争，公司掌握了世界

先进的移动互联网技术。近几年，中国在移动互联网技术方面

已经显著超越领跑日本同行，凌志软件具备了以先进的移动互

联网技术反哺日本市场的条件，特别是近几年日本金融行业也

开始在移动互联网方面加大投入，市场机遇不断显现，凌志软

件已经具备了从提供高质量、高可靠的定制软件逐步转向提供

更为先进的技术解决方案合作伙伴转换的条件，借移动互联网

的的东风，向产业链上游不断挺进。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0 年 11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