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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公司基于“１３１”发展战略，将持续围绕主航道进行业务拓展与突破。智

能航海与智慧海洋领域的产业规模巨大，智能化技术的发展也将给产业发展带来

新的机遇。未来，单纯在产品层面的竞争一定是低层次的，公司认识到技术的发

展趋势：即以云服务为基础的大数据技术、为客户长期提供价值的人工智能技术

是竞争的制高点。 

为进一步强化技术研发能力，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投资 5,000 万元用于海兰信武汉研发中心建

设，拟将其打造为公司在国内的软件技术创新驱动中心，利用武汉的区位优势吸

引优秀的人才，打造国内领先的技术团队，提前进行未来技术布局，在现有研发

体系的基础上，构建公司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研发中心。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包括

剩余超募资金 2,184.35 万元，其余全部为自筹。公司已在当地设立全资子公司武

汉海兰信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海兰信”），以上资金将根据需要

逐步实缴出资到武汉海兰信，由武汉海兰信作为项目实施主体。资金的使用用途，

包括购置研发办公场地、场地装修、开发测试仪器设备等软硬件采购、人员薪酬

和技术开发支出费用及其他费用等。 

本次超募资金使用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保荐机构海通

证券发表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根据相关规则制度，本项目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实施，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拟建设项目的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海兰信武汉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实施主体：武汉海兰信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9 年 5 月 29 日，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注册地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 787 号中国光

谷科技会展中心 2 层 B2019-14 

项目实施地点：武汉市东湖高新区高新大道与光谷六路交汇处 国采中心 5

号楼 9 层 

使用面积：约 1490.09 平方米 



项目内容：公司拟使用 5000 万元用于海兰信武汉研发中心建设，构建公司

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研发中心。其中含剩余超募资金 2,184.35 万元，其余资金为自

筹。公司已在当地设立全资子公司武汉海兰信，以上资金将根据需要逐步实缴出

资到武汉海兰信，由武汉海兰信作为项目实施主体。资金的使用用途，包括购置

研发办公场地、场地装修、开发测试仪器设备等软硬件采购、人员薪酬和技术开

发支出费用及其他费用等。上述数据中，研发中心的使用面积以交易后最终取得

的房产证为准。武汉海兰信将在研发中心建设时制定详细的资金使用计划，严格

把控建设环节中的各项成本开支。 

本项目实施建设，能够有效增强公司的研发力量，加快人工智能及大数据相

关技术与行业的结合，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巩固公司在全球智能航海领

域的技术领先地位，通过大数据中心的建设将有效整合“智能航行+海洋探测”

数据，为数据的存储、清洗、融合与决策支持提供相应的应用支撑，为公司向数

据运营服务的业务拓展打造了坚实的基础。 

 

三、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本项目实施是企业发展战略的需要 

公司“１３１”战略规划中明确未来三年将围绕三个核心业务进行拓展：即

以智能船为核心的智能航海业务，这既包括相关的智能化产品，也包括为航行保

障的智能大数据运维等；以雷达网为切入点的全球海洋立体观测网业务，该业务

的核心是为客户提供基于数据的运营服务；以海底网等为代表的海洋仪器装备及

重大项目，也包括相关的海洋传感器、机会船项目等。 

以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传感器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加

速突破应用，将为船舶航行与海洋探测领域带来新的行业发展机遇。同时，随着

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船岸、船船、水下即时通信成为可能，大量数据传输

成为现实，融合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将为实现船舶智能航行与海洋无

人探测平台自主运营提供支撑。 

公司聚焦于“海”，在航海和海洋领域已形成丰富的产品线，具备平台服务

的基础和独特的技术优势，公司将不断强化基于智能与数据的服务能力，以“海

兰云”为统一载体，为航海与海洋领域客户提供深度信息服务，形成叠加效应。



积累海洋数据，构建海洋信息数据产业生态，实现由设备供应商向系统解决方案

提供商和海洋信息服务商的战略延伸，打造海洋数据生态圈。 

2、项目建设有利于公司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发展壮大 

本项目将在武汉东湖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实施，简称“东湖高新区”，别称“中

国·光谷”。东湖高新区 1991 年被国务院批准为首批国家级高新区，2001 年被批

准为国家光电子产业基地，2009 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第二个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东湖高新区规划面积 518 平方公里，下辖八个街道、八大产业园区，集聚

了 42 所高等院校、56 个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院所、66 名两院院士、20 多万专业

技术人员和 80 多万在校大学生。 

武汉地靠长江交通便利，属于行业客户集中区域；船舶、海洋行业相关的学

校及院所众多，人才资源储备更加丰富；同时，地方政府对船舶航运、人工智能

以及特种装备等产业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因此本项目实施有助于公司利用地方

的区位优势，及时把握高新区的产业政策和发展时机，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符

合公司发展战略。 

3、项目实施有利于公司整合研发资源、降低研发成本，提升公司整体盈利

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海兰信一直注重研发队伍的建设，研发投入占营

业收入比例近几年逐年增加，2018 年研发投入 6,888.25 万元，占 2018 年营业收

入的 8.95%。公司及下属公司研发资源和服务资源相对独立，长远看来不利于资

源复用和资源规模效益的发挥。本项目建成后，公司将根据业务需要，将新技术

研发逐步转移至武汉海兰信，从而在集团层面整合研发资源，降低综合研发成本，

提高公司整体效率。本项目选址在武汉，综合建设成本、研发团队的人力资源成

本都远低于北京，有利于降低公司整体运营成本，提高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和市场

竞争力。 

 

四、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公司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为项目实施提供了良好的物质保障。同时，公司

业务发展正处于快速上升通道，公司业务的健康发展是项目实施的基础； 

公司拥有扎实的技术积累，可以保障项目的成功实施。公司从设立以来，坚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AE%B6%E8%87%AA%E4%B8%BB%E5%88%9B%E6%96%B0%E7%A4%BA%E8%8C%83%E5%8C%BA/667623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AE%B6%E8%87%AA%E4%B8%BB%E5%88%9B%E6%96%B0%E7%A4%BA%E8%8C%83%E5%8C%BA/6676236


持聚焦于“海”，历经18年的积累，拥有“航海+海洋”系列产品，具备国内领先的

海洋立体监测综合实施能力，公司在该领域有多年的积累，已经形成海洋科技领

域护城河。 

公司武汉研发中心建设事宜获得当地政府部门支持，并与园区管委会达成战

略合作意向。目前，公司已在武汉东湖高新区租赁了办公场所，并着手前期人员

招聘和团队组建工作，管理团队基本组建完成；同时，已完成在本地负责运营的

核心工作小组的组建工作，研发人员招聘工作已经展开，软件开发、测试、产品

经理、项目经理等人员部分到位，为后续工作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 

 

五、投资预算 

建设武汉研发中心的投资金额估算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金额(万元) 

1 购置研发办公场地   2,056.32  

2 场地装修费用     281.80  

3 开发测试仪器设备等软硬件采购     518.50  

4 人员薪酬和技术开发支出   2,000.00  

5 其他费用 143.38 

合计   5,000.00  

注：上表预算暂按 2019 年规划 70 人估算。 

本次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根据需要逐步对武汉海兰信实缴出资，

由武汉海兰信作为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实施主体。公司在进行项目建设时将制定详

细的资金使用计划，严格把控建设环节中的各项成本开支，具体以未来实际结算

为准，不足部分由武汉海兰信以自筹资金补足。 

 

六、计划建设进度 

公司将在董事会审议通过本事项后，根据需要逐步对武汉海兰信实缴出资。

具体计划进度如下： 

2019 年 7 月启动武汉研发中心的建设工作，10 月底实现研发中心骨干队伍

的招聘，完成相关项目立项；2020 年 1 月底人员到岗 70 人以上；2020 年 12 月，

到岗人员达到 150 人，相关研发工作完全进入正轨。实际实施时间与计划时间可

能会存在一定差异，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超募资金使用（2014 年 12 月

修订）》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实施项目建设。 

 

七、效益分析 

本项目为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不直接产生经济收益，间接效益如下： 

1、经济效益分析 

本项目实施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是智能互联时代增强研发能力、提升产

品竞争力的重要举措，符合公司长期发展利益。同时，充分发挥地方区位发展优

势，降低公司整体的研发成本，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 

本次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将增加公司的优质固定资产，进一步改善公司资产结

构，增强抗风险能力，有效提高超募资金的使用效率，提升公司资产回报率和股

东价值。 

2、社会效益分析 

本项目的实施，将为当地及周边省市带来一定的就业机会，有助于公司吸引

更多的优秀人才。公司在智能航海和智慧海洋领域的前瞻性研发，有助于进一步

促进并持续提升公司的技术研发和产品研发能力，从而推动船舶和海洋行业技术

创新，也会为当地带来一定税收，为当地经济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八、风险分析 

1、政策风险 

本项目符合国家海洋强国战略，智能航行、无人探测、大数据中心与平台的

建设，均属于国家大力投入建设的领域，因此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同时，

本项目也得到了武汉当地政府的认可和支持。若国家相关政策发生调整，或国家

对相关领域投入减少，可能会影响本项目的实施。 

2、管理风险 

武汉研发中心的建设与管理涉及整合与调度公司层面的全部研发资源，项目

实施初期可能存在一定的管理风险。因此，本项目由上市公司主管研发的副总经

理直接管理，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治理结构与汇报沟通制度。同时，公司拥有一批

优秀的研发管理人才，在现有的国际研发团队管理方面已经积累了成熟的经验，



能够保障本项目建设与管理快速形成规范的管理体系，降低管理风险。 

3、财务风险 

本项目包括办公用房的购置，商业性用房的房屋价格随市场变化而有波动，

房屋交割延期或交易条件变化，将使公司面临一定的财务风险。公司将严格按照

公司财务管理制度，审慎决策，将财务风险控制到最低限度。 

 

九、结论 

综合以上分析，本项目建设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符合集团研发 IPD 管理的

战略要求，强化公司研发能力，有利于提升研发效率与质量，降低公司综合研发

成本；同时，有效提高超募资金的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的资产回报率和股东价值，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因此本项目具备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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