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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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名称及人

员姓名 

线上参与公司力合科创 2021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投

资者 

时间 2022 年 04月 07 日（星期四）15:00-17:00 

地点 “力合科创股份”微信小程序 

上市公司接待人员

姓名 

董事长：嵇世山先生  

总经理：贺臻先生  

独立董事：张汉斌先生  

董事会秘书：于喆女士  

财务总监：杨任先生 

投资者关系活动主

要内容介绍 

1、问：尊敬的杨总：您好，我是力合科创的长期投资

者，我姓陈，就 2021 年年报，我有几个问题提问： 1.

应收账款同比增加 65%，为何增幅如此大？是哪项业务

所形成的？ 2.利润总额在增长 32%的情况下，为何所得

税增加了 90%，不成正比？ 3.投资收益为何同比下降了

41%?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1.应收账款同比增加较大，

主要是公司第四季度载体销售收入同比增加较大所致。

2.公司企业所得税增长幅度大于利润增长幅度的原因

系公司并表范围内的子公司适用不同的企业所得税税

率和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下降影响所致。



3．投资收益下降主要是联营企业受疫情影响，公司确

认的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下降所致。 

2、问：年报中力合报业大数据中心亏损严重，如何消

除投资者的疑问，请说明背景、投资的预期，前景，是

否有止损的预备方案？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力合报业大数据中心在深圳

市龙华区建有 2280 个高标准机柜，广深地区作为中国

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密集的区域之一，吸引了众多全国

性互联网企业来此开展业务，金融企业集聚，制造企业

强盛且转型快速，以上都形成了大量的 IDC 需求，同时

为合理控制产业规模，广东省已经收紧能耗审批，新项

目审批难度大幅增加，现有项目具备一定的资源稀缺

性，也是比较稀缺的投资标的物。公司将继续做好机柜

运营去化工作。 

3、问：四季度营业收入较去年接近翻倍，差不多是今

年前三季度的总和，为何增加如此之多？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2021 年第四季度收入增长的

原因主要是园区载体在第四季度完成竣工备案，载体销

售收入也在第四季度确认。 

4、问：一季度经营情况有没有受到疫情影响 

答：尊敬的投资着，您好！公司将于 2022 年 4月 27 日

披露一季报，敬请关注。 

5、问：力合云记自消杀抗病毒功能材料目前有应用在

哪些场景，订单情况如何？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力合云记的自消杀抗病毒功

能材料已应用在冬奥会、学校、医院、写字楼、隔离酒

店、银行等多个场景，目前仍在积极拓展市场，感谢您

的关注。 

6、问：请问，开始了吗？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会议已开始。 

7、问：创新基地平台服务和科技创新运营服务收入翻

倍增长，但毛利率有所下降是什么原因？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收入增长毛利下降的主要原

因是创新基地的园区载体所处区域不同以及产品类型

不同，其价格和毛利不同，如今年厂房销售比例增多。 

8、问：请问力合科创什么时候开始股权激励？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未来如有股权激励计划

等事项，我们将会依据监管要求及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9、问：可以开始了吗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会议已开始。 

10、问：请问公司有没有回购或者股权激励的计划来稳

定股价的打算？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未来如有回购、股权激

励计划等事项，我们将会依据监管要求及相关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11、问：请问贺总，力合云记自消杀产品现在有没有超

过百万以上的订单？力合云记自消杀产品推广工作进

行到了什么程度？一季度能否实现盈利？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力合云记已签订百万以上订

单。自消杀抗病毒功能材料已应用在冬奥会、学校、医

院、写字楼、隔离酒店、银行等多个场景，目前仍在积

极拓展市场。公司第一季度报告将于 2022 年 4月 27 日

披露，敬请关注。 

12、问：出口和国内业务毛利率相差较大的原因？出口

业务毛利率增加，国内业务毛利率下降的原因？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出口业务主要是新材料业务，

毛利相对较低；国内业务主要是以科技服务业务为主，



毛利相对较高；两者的毛利相比去年同期变化幅度不

大，属于正常波动范围。 

13、问：尊敬的贺总： 请问疫情对公司经营和管理的

影响多大？基地的建设和产业园区建设受疫情影响多

大？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努力克服疫情带来的不

利影响，目前生产经营一切正常，公司管理层也将持续

做好经营管理，如涉及重大事项，公司将会按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感谢您的关注。 

14、问：一季度经营情况什么时候预告的呢？ 

答：尊敬投资者，您好，公司将于 2022 年 4月 27 日披

露一季报，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5、问：尊敬的贺总： 请问力合“一城一产业”怎么

理解？有什么具体内涵？ 

答：尊敬的投资着，您好。公司在区域落地规划时将深

度调研地方资源禀赋，结合公司创新资源，选定细分科

技产业方向,做到“一城一产业”。 

16、问：请问嵇董，力合科创借壳通产丽星上市三年以

来，业绩大幅增长，市值却并没有随之增长，力合科创

一家这么优秀的企业，市值却始终在百亿左右，您认为

公司的市值能否反映公司的价值，公司会不会采取措

施，做大市值以回报投资者？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认可与支持。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一切正常，历年经营情况也按规定在

定期报告中详细披露。股价波动受宏观经济形势、市场

流动性、市场情绪和板块行情等多种因素影响。公司管

理层将继续做好经营管理，提升企业的内在价值，把做

好企业经营作为稳定股价工作的核心，保障公司长期稳

定的发展。 



17、问：领导好，子公司丽星科技主要合作的国内外客

户有哪些？公司是否有拓展到医美行业的计划？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丽星科技已经与宝洁、欧莱

雅、联合利华、雅诗兰黛、安利等国际知名品牌商建立

深入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同时为百雀羚、蓝月亮、立

白、云南白药、汤臣倍健等优质民族品牌商提供包装整

体解决方案。截至目前丽星科技没有拓展到医美行业的

计划。 

18、问：尊敬的嵇总：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的创始人冯

冠平博士给力合树立了一座丰碑，力合科创的管理层如

何才能传承冯老的艰苦奋斗精神和勇于开创进取的精

神？管理层如何能体现出和我们广大的小股东一致的

利益？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管理层将一如既往的继

承公司光荣传统，坚持做好生产经营，提升企业的内在

价值，保障公司长期稳定的发展，回馈各位股东与投资

者。感谢您的关注，谢谢！ 

19、问：年报中提到目前市面消杀消毒产品仅在施用的

时点起效，并不能在施用后形成持续的病毒杀灭效果。

力合云记所提供的产品满足长期有效的需求，请问力合

云记的产品如何满足长期有效的需求，原理是怎样的？

长期是指多长时间？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力合云记的自消杀抗病毒功

能材料目前有“水性自消杀成膜剂”和“自消杀抗病毒

薄膜”两类产品，具备效能持久性、安全性和广谱有效

性等优势，在无外力破坏下具备一年以上的有效期。 

20、问：尊敬的贺总： 您好！ 请问力合科创自己持有

的基地面积有多少平米？哪些基地是自己全部持有

的？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创新基地情况请关注公司发

布的定期报告，感谢您的关注。 

21、问：请问嵇总，贵司 2019 年重组打造双主业，今

年超额完成了三年业绩承诺，下一个三年的发展目标是

怎样的？谢谢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未来三年公司计划着力推动

科技成果转化，培育战略新兴产业，形成“科技创新服

务+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理念，充分发挥科创服务和

创新产业的双重优势，以“提供一流科创服务，培育一

流科技企业”为目标，稳步推进业务发展。 

22、问：尊敬的贺总： 您好！请问力合云记目前有单

笔超过五百万或者一千万的订单吗？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力合云记暂未签署单笔超过

五百万的订单，目前正在积极拓展。感谢您的关注。 

23、问：如何应对原材料波动，产品有提价的计划吗？ 

答：您好，当原材料价格波动超过一定幅度，我们与客

户之间有产品价格的调价机制。公司将继续不断优化供

应链、提升产品结构等方式化解原材料价格波动带来的

压力。 

24、问：公司利润连年增长，管理人员薪资也较上年有

较大幅度增长。请问，为何分红没有增长？管理层有否

增持公司股票的打算？公司的分红率较低，如何提升，

以切实回报投资者？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一贯重视对投资者的合

理投资回报，严格按相关规定实施连续、稳定、积极的

利润分配政策。2017-2021 公司营业收入和归母净利润

持续增长，公司已连续五年实施分红，以回报股东对公

司的支持。未来公司管理层将一如既往的坚持做好生产

经营，提升企业的内在价值，保障公司长期稳定的发展，



回馈各位股东。感谢您的关注，谢谢！ 

25、问：请问今年我国要实施全面注册，在此政策下，

贵公司有何规划设想？如何孵化上市公司？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投资孵化的清研环境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21 年 12 月 10 日过会，将于本

月敲钟上市！公司将持续努力做好科技创新服务，力争

培育更多优秀的高科技上市公司。 

26、问：昨公司在投资者平台回复，公司已在定期报告

中披露对应时点的股东人数，对于其他时点的股东人

数，投资者可向公司提供持股证明，公司经核实股东身

份后予以查询股东信息。今向证代提出该需求，被告知

必须现场才能查询，在疫情肆虐的当下，这是否存在刁

难，请问，作为公司股东，如何通过线上完成对应时点

的股东人数查询？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规定，您可以在提供相关证明文件并经公司核实身份

后，凭借持股证明、身份证来公司现场查阅股东名册。

目前疫情肆虐，考虑到股东现场查询难以实现，公司正

在积极探索以线上方式实现股东身份的核实，保证在合

规的前提下完成股东身份的核实及股份查询工作。感谢

您的关注。 

27、问：请问马上即将上市的贵公司孵化的公司有几

家？未来还有什么规划及设想？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投资孵化的清研环境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21 年 12 月 10 日过会，将于本

月敲钟上市！公司将持续努力做好科技创新服务，力争

培育更多优秀的高科技上市公司。 

28、问：深圳这次疫情控制得非常好，领先全国，其中

科技抗疫手段功不可没，隔离酒店、方舱医院等重点区



域使用纳米消杀材料的环境抗体非常有必要。接下来，

在杭州亚运会以及各地方舱医院和隔离酒店中应该大

力推广使用，让深圳抗疫经验示范全国，为战胜新冠肺

炎疫情再立新功。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非常感谢您的认可！公司也

希望广大投资者朋友们帮助推广科技抗疫产品自消杀

抗病毒功能材料，为抗击疫情贡献一份力！ 

29、问：公司主要竞争对手是谁？贵公司在创投等业务

上有什么优势？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科技创新服务通过构建

科技创新服务生态平台体系，有效地助力并提高创业企

业、创业团队的创新效率。我们认为科技创新业务只有

合作者，没有竞争者，公司将持续秉承挑战自我、战胜

自我、完善自我的创新精神，提升企业的内在价值，保

障公司长期稳定的发展，回馈各位股东。感谢您的关注，

谢谢！ 

30、问：请问贵公司 7 大海外创新中心开展的是什么业

务？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海外创新中心主要吸引集聚

海外前沿科技项目与团队，持续加强公司全球创新资源

优势。 

31、问：网上称贵公司累计孵化服务企业 3100 多家，

投资高科技企业近 500 家，是否属实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的核心优势是基于前端

优质科技资源的聚集与挖掘，为科技企业提供全产业链

的孵化服务，从而减少其创业风险，提高创业成功率。

公司自成立以来累计孵化服务企业超过 3100 家，累计

投资孵化高科技企业近 500 家。公司严格按规定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感谢您的关注。            



32、问：贵公司在新材料，数字经济等新领域形成了自

己的特色产业，是否有具体项目？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自有产业具体情况请关

注公司发布的 2021 年年度报告内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

分析部分，感谢您的关注。 

33、问：目前贵公司有几个孵化器？有几个创新业务基

地？目前有何业务项目？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孵化器及创新基地情况

请关注公司发布的定期报告，感谢您的关注。 

34、问：看公司简介，有多家海外创投新机构达成合作

关系，开展什么具体业务？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与海外创投机构的合作

主要共同吸引与服务全球前沿科技项目与团队，持续加

强公司全球创新资源优势。 

35、问：贵司投资清研环境每股成本折合价约为多少，

根据目前询价估算贵司投资收益约为多少，谢谢！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清研环境为本公司的联营企

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按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核

算。 

36、问：力合良景新制造基地具体开展什么项目？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力合良景新制造基地充分发

挥公司产业培育优势和良井镇的生态优势，以“5G、智

能制造、电子信息”产业为核心，打造成为“产城村人”

融合发展的惠阳新智能制造示范高地。 

37、问：清华大学如何实现和贵公司产业和研发衔接和

融合的？通过何种合作机制？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只有为应

用，才能实现科技创新的价值和使命，才能转化为推动

经济发展的现实动力。当前，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



化的核心关键正从资金驱动转向系统性的创新孵化服

务。在此背景下，公司服务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清华

大学、中科院系统、深圳大学、中山大学等众多高校院

所，推动各高校院所的科技成果转化。通过不断加强科

技成果转化力度，公司与高校、科研院所展开深度合作，

实现体系化的科技项目转移转化。 

38、问：贵公司目前已经入股的公司有多少家？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入股公司情况请关注公

司发布的定期报告，感谢您的关注。 

39、问：清华研究院成立力合科创后，还有其他优质资

产注入吗？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目前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资产注入计划。具体情况您可咨询深圳清华大学研

究院。 

40、问：深圳市今日出台《关于促进深圳风投创投持续

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扶持重点风投机构发展，依

托深交所等建立联通风投创投企业与科技创新种子项

目、金融机构及创业板等市场板块的信息对接机制，建

立科技创新种子项目孵化与筛选服务、债权融资服务、

股权融资服务、信息增值服务等全方位一体化的科技金

融服务体系。对风投创投企业投资培育的本市新兴产业

领域创业企业所提供的新业态、新技术、新模式，鼓励

市各有关部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积极应用。支持国有创

投标杆企业发展，探索建立行政免责容错机制。贵司作

为总部在深圳的国有创投高科技企业，占有天时地利人

和的优势，在注册制推出的大势下，请问贵司是否将迎

来跨越式发展的机会？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是以科技成果转化、科

技企业孵化为主业的公司，致力于通过提供一流科创服



务、培育一流科技企业。公司持续关注政策变化情况并

作出研究，结合公司实际的业务规划积极应对。公司始

终坚持在大湾区和示范区大环境探索科技创新先行先

试，谋划跨越式发展的机会。感谢您的关注。 

41、问：去年底贵公司的佛山二期打造佛山药谷，还有

基因组研究所合作共建项目，请问项目落地了吗？ 

答：尊敬的投资者，请您明确一下你的提问，感谢您对

公司的关注！ 

42、问：请问疫情之下，当地政府是否给予贵公司一些

优惠政策？扶持政策或者减免政策？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目前各地政府均出台了系列

惠企政策，公司将关注各地政策情况，结合公司实际的

业务积极落实。感谢您的关注。 

43、问：贵公司将重点布局多肽，超薄膜，光固化压敏

胶，请问这些项目有没有已经成型或取得进展的？ 

答：尊敬的 6020 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高度

关注。您提到的均为公司投资孵化的科技项目，公司主

要为“硬科技”的创业公司和创新团队提供技术、人才、

载体、资金等资源要素服务，助力科技项目的快速成长。

关于投资孵化的科技项目具体进展情况，公司将按规定

履行审批程序并及时发布公告。也欢迎您在疫情缓解后

到公司实地走访。 

44、问：力合科创在哪些领域有着自身的行业优势？优

势在哪些方面？竞争力是什么？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是国内较早的科技创新

服务机构之一，深耕科技创新服务领域二十余年，公司

在科技创新服务的过程中形成了“有创新资源，懂前沿

科技，会转化成果，可赋能企业，能培育产业”的独特

优势，探索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孵化体系，具有先



发优势和资源优势。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2 年 04月 0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