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华泰联合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广州中望龙腾软件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望软件”、“公司”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的

保荐机构，负责中望软件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并出具本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

报告。 

一、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1 
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并针

对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制定相应的工作计划。 

保荐机构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

了持续督导制度，并制定了相应

的工作计划。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导工作开

始前，与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签署持续督导

协议，明确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义务，

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保荐机构已与公司签署相关协

议，该协议明确了双方在持续督

导期间的权利和义务，并已报上

海证券交易所备案。2022年上半

度，未发生对协议内容做出修改

或终止协议的情况。 

3 
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职调

查等方式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2022年上半年度，保荐机构通过

日常沟通、不定期回访等方式，

对公司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4 

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违法

违规事项公开发表声明的，应于披露前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报告，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后在

指定媒体上公告。 

2022年上半年度，公司未发生需

公开发表声明的违法违规事项。 

5 

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

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应自发现或应当

发现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

现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具体情况，保

2022年上半年度，公司及相关当

事人未出现需报告的违法违规、

违背承诺等事项。 



荐机构采取的督导措施等。 

6 

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并切实履

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保荐机构持续督促、指导公司及

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2年上半年度，公司及其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能够遵守相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并切实履行

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7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理

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

会议事规则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行为规范等。 

保荐机构核查了公司治理制度建

立与执行情况，公司《公司章程》、

三会议事规则等制度符合相关法

规要求，2022年上半年度，公司

有效执行了相关治理制度。 

8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度，

包括但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和

内部审计制度，以及募集资金使用、关联交易、

对外担保、对外投资、衍生品交易、对子公司

的控制等重大经营决策的程序与规则等。 

保荐机构核查了公司内控制度建

立与执行情况，公司内控制度符

合相关法规要求，2022年上半年

度，公司有效执行了相关内控制

度。 

9 

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露制度，

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并有充分

理由确信上市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

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已建立信息披露制度，保荐

机构督促中望软件严格执行信息

披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

其他相关文件。 

10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事前审

阅，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上

市公司予以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

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对上

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未进行事前审阅的，应

在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后五个交易日

内，完成对有关文件的审阅工作对存在问题的

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更正或补

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

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保荐机构对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

进行了审阅，不存在应及时向上

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情况。 

11 

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

处罚、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或者被上海证

券交易所出具监管关注函的情况，并督促其完

2022年上半年度，公司或其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

处分或者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



善内部控制制度，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监管关注函的情况。 

12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

履行承诺的情况，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等未履行承诺事项的，及时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报告。 

2022年上半年度，公司及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等不存在未履行

承诺的情况。 

13 

关注公共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及时针对

市场传闻进行核查。经核查后发现上市公司存

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披露的信息

与事实不符的，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如实披露

或予以澄清；上市公司不予披露或澄清的，应

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2022年上半年度，公司未出现应

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披露的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情况。 

14 

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保荐机构应督促上市公

司做出说明并限期改正，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报告：（一）上市公司涉嫌违反《上市规则》

等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二）证券

服务机构及其签名人员出具的专业意见可能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等违法

违规情形或其他不当情形；（三）上市公司出

现《保荐办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规定

的情形；（四）上市公司不配合保荐机构持续

督导工作；（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机构

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情形。 

2022年上半年度，公司及相关主

体未出现该等事项。 

15 

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明确现

场检查工作要求，确保现场检查工作质量。上

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荐机构、保荐

代表人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15日

内进行专项现场核查：（一）存在重大财务造

假嫌疑；（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涉嫌侵占上市公司利

益；（三）可能存在重大违规担保；（四）资

金往来或者现金流存在重大异常；（五）上海

证券交易所或者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进行现场

核查的其他事项。 

保荐机构已制定了现场检查的相

关工作计划，并明确了现场检查

工作要求。2022年上半年度，公

司不存在需要专项现场检查的情

形。 

二、保荐机构对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情况 

华泰联合证券持续督导人员对公司 2022 年上半年度的信息披露文件进行了

事先或事后审阅，包括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及公告、董事会会议决议及公告、监事

会会议决议及公告、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的相关报告和其他临时公告等文件，对



信息披露文件的内容及格式、履行的相关程序进行了检查。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严格按照证券监督部门的相关规定进行信息披

露，依法公开对外发布各类定期报告或临时报告，确保各项重大信息的披露真实、

准确、完整、及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三、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一）发现的问题 

2022 年 1-6 月公司营业收入为 19,419.18 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 5.73%；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639.08 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8,504.61 万元，同

比下降-174.7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6,944.69

万元，同比下降-524.69%。主要原因系：（1）公司长三角以及京津冀地区业务受

上海、北京等区域疫情影响较大，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 5.73%；（2）公司进

一步扩充研发与销售团队，大幅度提升对研发及营销体系建设的投入，公司分别

通过校园招聘和社会招聘渠道大量招揽拥有相关专业背景的人才，持续增加公司

研发与销售人员的数量，并提升员工薪酬待遇，导致本期研发人员和销售人员的

薪酬福利费分别较上年同期增加 3,070.37 万元和 3,399.34 万元。同时，为了激励

骨干员工，本期新增股份支付费用 960.00 万元。综上原因导致本期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较多，业绩由盈

转亏。 

（二）整改情况 

上述问题不涉及整改事项。保荐机构提请公司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及时、

充分地揭示相关风险，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提请投资者特别关注上述事项引致

的相关风险。 

四、重大风险事项 

公司面临的风险因素主要如下： 

（一）宏观环境风险 

未来国内外新冠疫情形势的变化趋势仍难以判断。疫情形势若进一步恶化，



可能会对公司客户拜访、业务拓展及海外差旅等工作的开展造成不利影响，进而

使得公司正常运营及发展受到阻碍；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尚存，

全球贸易摩擦时有发生。不排除部分国家将出台条例以限制中国软件出口，从而

影响公司海外业务发展的可能性。 

（二）技术研发风险 

工业软件行业属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工业软件的复杂度高，专业性强，研发

迭代速度慢，目前我国工业软件整体水平明显落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未来，公

司在 CAD、CAE 等领域需要持续的高研发投入，若公司未来自行研发的新技术

不符合行业趋势和市场需求，或技术的升级迭代进度、成果未达预期甚至研发失

败，可能会在增加公司研发成本的同时，影响公司产品竞争力并错失市场发展机

会，对公司未来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三）经济下行，下游需求不足的风险 

目前，国家的经济增长面临新冠疫情反复、贸易摩擦、房地产结构性调整、

制造业景气下降等多重负面因素的影响。由于公司的客户主要来自国内外的工业

制造业、建筑业和教育行业，受到上述负面因素的影响程度可能较高。未来若态

势进一步恶化，可能造成公司下游客户在信息化以及研发设计类软件需求上的疲

软，从而延缓公司的业务发展速度。 

（四）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 

目前，达索、欧特克、西门子等国外竞争对手在工业软件市场竞争中总体上

仍处于优势地位，尤其在国内中高端市场占据着主导地位。首先，若上述国外竞

争对手依靠市场影响力强、品牌知名度高等优势调整其在国内的营销策略，则公

司在国内的工业软件市场份额存在被蚕食的风险；其次，未来中高端战略性客户

是公司开拓的方向之一。公司在拓展中高端战略性客户时，必然会与国外竞争对

手相遇，从而可能进一步加剧竞争；再次，国外竞争对手可能通过 OEM 核心技

术来变相打击自主研发的国产工业软件；最后，国内本土竞争对手也会针对公司

开展一系列防御措施，因此公司与国内本土竞争对手的竞争也可能加剧。 

（五）业绩大幅下滑或亏损的风险 



2022 年 1-6 月公司营业收入为 19,419.18 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 5.73%；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639.08 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8,504.61 万元，同

比下降-174.7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6,944.69

万元，同比下降-524.69%。受疫情反复以及公司人员扩张带来的费用支出增加的

影响，公司本期业绩由盈转亏。若未来业务增长仍受疫情反复影响，新增人员的

效能无法充分释放，则公司在后续报告期存在持续亏损的风险。 

五、重大违规事件 

无。 

六、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2022年上半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如下所示：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94,191,836.39 205,988,543.46 -5.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6,390,768.60 48,655,340.36 -174.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9,446,924.30 16,352,541.64 -524.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05,437,167.62 3,370,796.54 -3,227.96 

主要会计数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增减幅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701,793,440.57 2,812,356,703.50 -3.93 

总资产 2,952,138,565.46 3,117,318,934.94 -5.30 

主要财务指标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5 0.90 -161.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 -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

本每股收益（元/股） 
-1.05 0.30 -4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31 3.06 

减少4.37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

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0 1.03 

减少3.53个百分

点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

例（%） 
67.14 35.38 

增加31.76个百

分点 

上述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持续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产品品质，积极进行市场开拓。

但由于新冠疫情反复，公司长三角以及京津冀地区业务受上海、北京等区域疫情

影响较大，在经济增长放缓的大环境下，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 5.73%。 

2、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扩充研发与销售团队，大幅度提升对研发及营销

体系建设的投入。自 2021 年下半年开始，公司加大招聘力度，分别通过校园招

聘和社会招聘渠道大量招揽拥有相关专业背景的人才，持续增加公司研发与销售

人员的数量，并提升员工薪酬待遇，导致本期研发人员和销售人员的薪酬福利费

分别较上年同期增加 3,070.37 万元和 3,399.34 万元。同时公司为了激励骨干员

工，于 2021 年 9 月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本期新增股份支付费用 960.00 万元。综

上原因导致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较多。 

七、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1、产品技术优势 

公司持续强化自主 3D CAD 核心技术及三维几何建模引擎技术在国内的领

先地位，并围绕 3D CAD 技术打造 CAD/CAE/CAM 产品矩阵，为企业提供以 3D 

CAD 为核心的设计-仿真-制造全流程覆盖。 

公司具备自主 Overdrive 几何建模引擎，该几何建模引擎也是国内少有的实

现商业化应用、在工业设计领域被大规模实践验证过的三维几何建模内核，其不

仅保障了公司研发的自由度，还确保了公司无需向第三方缴纳高昂的专利技术授

权费。公司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3D CAD 核心技术，包括高阶曲面连续性、高精

度建模、基于历史特征的三维参数化设计与驱动、面向大体量装配的装配设计、

高性能三维图形渲染等。公司具备核心技术的底层开发能力，产品核心模块不依

赖于第三方供应商，有效避免了在商业竞争及贸易争端中被第三方“卡脖子”的

情况。公司通过十余年的高投入自主研发，结合国内外用户在多应用场景下的实

践体验，对产品不断进行更新迭代，成功打造出基于 Overdrive 几何建模引擎的



具备全球竞争力的 3D CAD 平台软件 ZW3D。ZW3D 不仅被广泛应用于通用机

械、3C 电子、模具等行业，并逐步拓展其在轨道交通、船舶、智能建造、汽车

等大场景、高精度、高复杂领域的应用。 

报告期内，公司强化了 3D CAD 基础建模、参数化、大装配等核心能力，提

升了 3D CAD 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公司进一步加大对 Overdrive 几何建模

引擎的研发投入，致力于打造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三维几何建模引擎，率先开展

国产 3D CAD/CAE /CAM 软件在高端制造和建造领域的应用研发。此外，公司

继续拓展 3D CAD 产品在信创领域的适配，助力信创企业无缝衔接原有工作，流

畅实现软硬件国产化转型。 

2、研发实力优势 

工业软件研发不同于一般意义的软件研发，研发难度大、体系设计复杂、技

术门槛高，导致研发周期长、研发迭代速度慢、研发投入较高。因此，研发投入

和复合型研发人才对工业软件的产品质量影响重大。公司多年研发投入占营业收

入比例超过 30%，远超同行业平均水平。 

公司从事研发设计类软件开发的核心技术人员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研发与软

件开发经验，对行业技术发展具有深刻见解。公司秉持吸收国内外优秀人才与内

部培养相结合的方式，提升团队质量，打造了一支专业强、素质高、富有创新思

维的研发人才队伍。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员工增加至 1,687 人，其中研发人员 821

名，占公司员工总人数的 48.67%，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占公司研发人员的比例为

35.93%，其中包括毕业于剑桥大学、康奈尔大学、杜克大学、普渡大学、浙江大

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的博士 22 人。目前，公司共有广州、

武汉、北京、上海、西安及美国佛罗里达州六大研发中心。 

3、客户资源优势 

公司拥有超过二十年来自各行各业的客户资源和服务经验积累。一方面，工

业软件源于工业需求，用于工业场景，需要经历工业场景打磨不断提升品质，带

有天然的工业基因，与工业密不可分。丰富的客户资源将为公司各产品线不断迭

代进步提供大量典型应用场景，帮助公司深刻理解客户需求，打磨提升产品能力。 



另一方面，研发设计类工业软件贯穿了企业客户产品开发和建筑施工全生命

周期，因此公司二三维 CAD、CAE 等产品的客户群体会有相当一部分的重叠，

这意味着公司庞大的二维 CAD 客户群体中存在着大量三维 CAD、CAE 需求，

而三维 CAD 客户群体中亦存在二维 CAD 需求，各产品线的客户资源相互赋能，

助力业务可持续发展。持续满足客户需求、获得客户信任、积累客户资源是公司

源源不断发展的动力。 

4、生态建设优势 

公司致力于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共赢的工业软件生态体系，从产品技术、商

业和教育维度，与工业软件产业参与者紧密合作，不断提升产品解决方案能力和

客户服务质量。在产品技术生态建设上，公司除了自主研发通用软件平台外，也

自主研发了多种行业应用软件，深度服务机械、建筑、水暖电、景园等细分行业。

同时，公司致力于与全球专业软件开发商深度合作，建立中望开发者网络，以满

足不同行业多场景、多专业应用需求。报告期内，公司全球范围内合作的开发商

数量持续增加，不同的行业解决方案持续发布。 

在商业生态建设上，公司在持续提升全球 9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经销商伙伴

数量和密度的同时，在国内搭建起高效运作的经销商服务体系。公司与遍布全球

的经销商密切合作，共同为国内外工业软件用户提供优质的工业软件产品和一流

的服务；在教育生态建设上，公司依托先进的 CAx 技术，自 2008 年开始持续投

入教育事业，从专业建设、课程开发、技能认证、技能大赛等维度助力国产工业

设计软件应用、研发人才培养，面向基础教育推出创新教育软件、创意设计社区

等服务，赋能创新教育发展，面向职业和高等教育，已为 3,000 多所本科、职业

院校的建筑/机械、园林、测量、信息技术、3D 打印等专业提供人才培养解决方

案，并服务 K12 学校/机构超 70,000 所。 

5、CAx 一体化优势 

公司坚持“All-in-One CAx 一体化”战略，专注 CAx 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

已形成以 CAD/CAE/CAM 为核心的 CAx 产品技术矩阵，并拥有二维 CAD 平台

技术、三维几何建模引擎技术、EIT 算法、网格剖分、前后处理等核心技术，以

此形成公司 CAx 核心技术安全、自主、可控的基础。 



公司在上述核心技术的基础上进行持续升级与突破，使得 CAD/CAE/CAM

平台软件产品的能力边界得到不断扩展。通过利用 CAx 一体化技术，公司能够

为客户提供涵盖概念设计、结构设计、仿真分析、生产制造、后端维护和产品展

示全流程的软件平台及相关技术服务，有利于公司全面优化整体产品研发制造技

术体系，进而为客户提供高质量、高价值的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聚焦 CAx 一体化核心技术的研发，各产品线实现有效

突破。公司系列产品在 Windows 端继续发力，进一步拉开与国内同类厂商的技

术差距；Linux 端产品深度开发，引领国产工业软件信创生态建设；云端产品快

速发展，通过发挥自主核心技术和云端优势为客户打造云端 CAx 解决方案。为

了保持公司产品技术的竞争力，公司将持续积累在工业应用场景的经验，致力于

打造更高质量的工业软件，助力产业数字化升级与工业高质量发展 

综上所述，2022 年上半年度公司核心竞争力未发生不利变化。 

八、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聚焦研发设计类工业软件的关键技术突破和平台研发，

在 2D CAD、3D CAD、CAE、悟空平台产品、云产品等领域持续迭代，在关键

技术及产品迭代更新方面均取得一定的突破。2022 年上半年，公司研发投入

13,037.83 万元，同比增长 78.90%，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67.14%。 

报告期内，公司共申请发明专利 15 项，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 11 项；申请计

算机软件著作权 38 项，并获得 36 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累计共拥有 32 项专利、278 项境内计算机软

件著作权、9 项境外著作权，5 项作品著作权。 

九、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 

不适用。 

十、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1、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广州中



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48

号），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548.60 万股，股票面值

为人民币 1 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50.50 元，此次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 233,064.30 万元。根据有关规定扣除发行费用 15,168.97 万元（其

中保荐承销费（含增值税）13,856.93 万元已在募集资金中扣除，剩余 1,312.04 万

元发行费用通过自有资金支付）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217,895.33 万元，实际

到账金额为 219,207.37 万元，以上募集资金已于 2021 年 3 月 8 日到位。上述募

集资金净额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致同验字（2021）第

440C000089 号《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验资报告》验证。 

2、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1）累计直接投入募投

项目资金 29,120.25 万元；（2）累计以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86,577.00 万元;

（3）以超募资金回购公司股份，自超募资金账户转至中望软件回购专户 6,000.00

万元，累计已使用超募资金 2,189.92 万元（含支付的价款及相关的印花税、交易

佣金等交易费用）回购股份。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117,887.17 万元，扣除累计

已使用募集资金后，募集资金余额为 101,320.20 万元。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的未到期金额为 96,300.00 万元，公司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累计收到的理财收益及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7,086.62 万元，公司超募资金转至中望软件回购专户未使用的金额为 3,810.08 万

元，募集资金专户 2022 年 6 月 30 日余额合计为 8,296.74 万元。 

3、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

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

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专户存储制度，并严格履行使用审批手续，以便对募集资金的

管理和使用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 

公司从 2021 年 3 月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使用



专户，并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天河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北京路支行、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武汉光谷自贸区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自贸试验区武汉片区

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

批，以保证专款专用。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均严格按照该《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止，公司募集资金在开户行的存储情况如下： 

序

号 
开户人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内募集资

金余额（万

元） 

1 

广州中望龙腾

软件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82010078801400005377 3,285.58 

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82010078801200005378 83.65 

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天河高新区支

行 

44050158050700002134 1,680.33 

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分行 
120911057110666 762.15 

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分行 
120911057110688 3.00 

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珠江城大厦支

行 

3602184929100140563 1,706.77 

7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

公司广州分行 
111001295080400 774.80 

8 

武汉蜂鸟龙腾

软件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武汉光谷支行 
70040078801100001658 0.13 

9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关山支行 
421421078012001728694 0.12 

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武汉佳园支行 
42050112714400001216 0.12 

1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武汉市关东工业园

支行 

3202007029200475766 0.09 

合计 8,296.74 



4、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1 年 3 月 19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00,0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为

自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在不超过上述额度及决

议有效期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2022 年 3 月 11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

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50,0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

用期限为自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在不超过上

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单位存款产品、结构性

存款等投资产品未到期或无固定期限还未赎回的金额为 96,300.00 万元。报告期

内，公司累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总金额 328,534.00 万元，已赎回

232,234.00 万元，获得收益 2,809.91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银行名称 

产品名

称 

投资金额

（万元） 
产品成立日 产品到期日 

到期收

益（万

元） 

截至

2022年

6 月 30

日情况

说明 

1 

东亚银行

（中国）

有限公司

广州分行 

结构性

存款 
97,400.00 2021/10/8 2022/4/8 1,723.44 已赎回 

2 

东亚银行

（中国）

有限公司

广州分行 

结构性

存款 
16,000.00 2021/10/8 2022/4/8 283.11 已赎回 

3 

东亚银行

（中国）

有限公司

广州分行 

结构性

存款 
4,000.00 2021/10/8 2022/1/10 35.51 已赎回 

4 
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

结构性

存款 
12,144.00 2021/10/11 2022/1/11 91.83 已赎回 



序

号 
银行名称 

产品名

称 

投资金额

（万元） 
产品成立日 产品到期日 

到期收

益（万

元） 

截至

2022年

6 月 30

日情况

说明 

公司广州

分行 

5 

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广州珠江

城大厦支

行 

单位存

款产品 
5,190.00 2021/4/22 2022/4/22 183.14 已赎回 

6 

东亚银行

（中国）

有限公司

广州分行 

结构性

存款 
5,000.00 2021/11/9 2022/2/7 42.50 已赎回 

7 

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

分行 

结构性

存款 
9,000.00 2021/11/11 2022/2/11 70.88 已赎回 

8 

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

分行 

利多多

通知存

款 

3,000.00 2021/11/11 2022/1/14 10.67 已赎回 

9 

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

分行 

利多多

通知存

款 

1,000.00 2021/11/12 2022/1/11 3.20 已赎回 

10 

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

分行 

利多多

通知存

款 

1,000.00 2021/11/18 2022/1/14 3.16 已赎回 

11 

东亚银行

（中国）

有限公司

广州分行 

结构性

存款 
6,000.00 2021/11/22 2022/2/18 52.13 已赎回 

12 

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

结构性

存款 
10,000.00 2022/1/13 2022/4/13 76.44 已赎回 



序

号 
银行名称 

产品名

称 

投资金额

（万元） 
产品成立日 产品到期日 

到期收

益（万

元） 

截至

2022年

6 月 30

日情况

说明 

分行 

13 

东亚银行

（中国）

有限公司

广州分行 

结构性

存款 
2,000.00 2022/2/14 2022/5/13 16.13 已赎回 

14 

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

分行 

结构性

存款 
5,500.00 2022/2/21 2022/5/23 46.38 已赎回 

15 

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

分行 

结构性

存款 
1,500.00 2022/2/21 2022/5/23 12.65 已赎回 

16 

东亚银行

（中国）

有限公司

广州分行 

结构性

存款 
6,000.00 2022/2/18 2022/5/18 48.95 已赎回 

17 

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

分行 

结构性

存款 
10,000.00 2022/4/14 2022/7/14 - 未到期 

18 

东亚银行

（中国）

有限公司

广州分行 

结构性

存款 
47,500.00 2022/4/8 2022/5/10 109.78 已赎回 

19 

东亚银行

（中国）

有限公司

广州分行 

结构性

存款 
61,800.00 2022/4/12 2022/10/11 - 未到期 

20 

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广州珠江

城大厦支

行 

单位存

款产品 
1,500.00 2022/4/26 

可随时赎

回，有效期

至 2025 年 4

月 26 日止 

- 未到期 

21 中国工商 单位存 2,000.00 2022/4/26 可随时赎 - 未到期 



序

号 
银行名称 

产品名

称 

投资金额

（万元） 
产品成立日 产品到期日 

到期收

益（万

元） 

截至

2022年

6 月 30

日情况

说明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广州珠江

城大厦支

行 

款产品 回，有效期

至 2025 年 4

月 26 日止 

22 

东亚银行

（中国）

有限公司

广州分行 

结构性

存款 
10,000.00 2022/5/10 2022/8/10 - 未到期 

23 

东亚银行

（中国）

有限公司

广州分行 

结构性

存款 
7,500.00 2022/5/18 2022/8/18 - 未到期 

24 

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

分行 

结构性

存款 
3,500.00 2022/5/27 2022/8/25 - 未到期 

合

计 
  328,534.00   2,809.91  

5、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2021 年 4 月 19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部

分超额募集资金 47,350.00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司承诺每 12 个月内累

计使用超募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将不超过超募资金总额的 30.00%；本

次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在

补充流动资金后的 12 个月内不进行高风险投资以及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公司

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该事项均发表了同意

意见。 

2022 年 5 月 19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

司部分超额募集资金 47,350.00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司承诺每 12 个月



内累计使用超募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将不超过超募资金总额的 30.00%；

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

在补充流动资金后的 12 个月内不进行高风险投资以及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公

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该事项均发表了同

意意见。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已使用共计 86,577.00 万元超募资金进行了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公司不存在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6、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2022 年 4 月 11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方案》，同意公司以超募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回购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

350.00 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3,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含），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 6 个月内。 

2022 年 5 月 6 日，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年

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同意以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

记日登记的公司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根据《回购报告书》，如公司在回购期限内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现金分红、派送股票红利、配股、股票拆细或缩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公司

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进行相应

调整。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 350 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

民币 249.43 元/股（含）。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已使用 2,189.92 万元超募资金（含印花税、交

易佣金等交易费用）进行了股份回购。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 2022 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

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和制度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

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

公司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

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十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质押、

冻结及减持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中望软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姓

名 

职

务 

直接持股

数（股） 

间接持

股数

（股） 

合计持股

数（股） 

合计持

股比例

（%） 

2022年 1-6月的质押、冻结及减

持情况 

杜

玉

林 

董

事 
30,842,021 840,000 31,682,021 36.55% 无质押、冻结情况 

杜

玉

庆 

董

事 
784,000 231,000 1,015,000 1.17% 无质押、冻结情况 

刘

玉

峰 

董

事 
1,006,600 31,500 1,038,100 1.20% 

无质押、冻结情况；刘玉峰先生

以询价转让的形式减持其通过厦

门雷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厦门硕裕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厦门梦泽投资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厦门森希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

的公司股票，减持规模为 10,500

股。截止到 2022 年 6 月 30 日，

刘玉峰先生通过员工持股平台间

接持有公司股票 31,500 股。 

李

会

江 

董

事 
940,800 - 940,800 1.09% 无质押、冻结情况 

字

应

坤 

高

管 
516,600 112,700 629,300 0.73% 

无质押、冻结情况；字应坤先生

以询价转让的形式减持其通过厦

门雷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减持

规模为 48,300 股。截止到 2022 年

6 月 30 日，字应坤先生通过员工



姓

名 

职

务 

直接持股

数（股） 

间接持

股数

（股） 

合计持股

数（股） 

合计持

股比例

（%） 

2022年 1-6月的质押、冻结及减

持情况 

持股平台间接持有公司股票

112,700 股。 

林

庆

忠 

董

事 
170,800 193,000 363,800 0.42% 

无质押、冻结情况；林庆忠先生

以询价转让的形式减持其通过厦

门硕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减持

规模为 80,000 股。截止到 2022 年

6 月 30 日，林庆忠先生通过员工

持股平台间接持有公司股票

193,000 股。 

王

长

民 

董

事 
84,000 173,600 257,600 0.30% 

无质押、冻结情况；王长民先生

以询价转让的形式减持其通过厦

门森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减持

规模为 43,400 股。截止到 2022 年

6 月 30 日，王长民先生通过员工

持股平台间接持有公司股票

173,600 股。 

谢

学

军 

高

管 
- 84,000 84,000 0.10% 

无质押、冻结情况；谢学军先生

以询价转让的形式减持其通过厦

门雷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减持

规模为 28,000 股。截止到 2022 年

6 月 30 日，谢学军先生通过员工

持股平台间接持有公司股票

84,000 股。 

吕

成

伟 

监

事 
- 85,000 85,000 0.10% 

无质押、冻结情况；吕成伟先生

以询价转让的形式减持其通过厦

门雷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减持

规模为 20,000 股。截止到 2022 年

6 月 30 日，吕成伟先生通过员工

持股平台间接持有公司股票

85,000 股。 

谢

红 

监

事 
- 68,250 68,250 0.08% 

无质押、冻结情况；谢红女士以

询价转让的形式减持其通过厦门

森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减持规模

为 22,750 股。截止到 2022 年 6 月

30 日，谢红女士通过员工持股平

台间接持有公司股票 68,250 股。 



姓

名 

职

务 

直接持股

数（股） 

间接持

股数

（股） 

合计持股

数（股） 

合计持

股比例

（%） 

2022年 1-6月的质押、冻结及减

持情况 

麦

淑

斌 

监

事 
- 21,000 21,000 0.02% 

无质押、冻结情况；麦淑斌女士

以询价转让的形式减持其通过厦

门硕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减持

规模为 7,000 股。截止到 2022 年

6 月 30 日，麦淑斌女士通过员工

持股平台间接持有公司股票

21,000 股。 

何

祎 

核

心

技

术

人

员 

383,700 112,700 496,400 0.57% 

无质押、冻结情况；何祎先生以

询价转让的形式减持其通过厦门

硕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减持规模

为 48,300 股。截止到 2022 年 6 月

30 日，何祎先生通过员工持股平

台间接持有公司股票 112,700 股。 

冯

征

文 

核

心

技

术

人

员 

- 141,750 141,750 0.16% 

无质押、冻结情况；冯征文先生

以询价转让的形式减持其通过厦

门梦泽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减

持规模为 47,250 股。截止到 2022

年 6 月 30 日，冯征文先生通过员

工持股平台间接持有公司股票

141,750 股。 

张

军

飞 

核

心

技

术

人

员 

- 136,500 136,500 0.16% 

无质押、冻结情况；张军飞先生

以询价转让的形式减持其通过厦

门梦泽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减

持规模为 45,500 股。截止到 2022

年 6 月 30 日，张军飞先生通过员

工持股平台间接持有公司股票

136,500 股。 

赵

伟 

核

心

技

术

人

员 

- 168,000 168,000 0.19% 

无质押、冻结情况；赵伟先生以

询价转让的形式减持其通过厦门

硕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减持规模

为 56,000 股。截止到 2022 年 6 月

30 日，赵伟先生通过员工持股平

台间接持有公司股票 168,000 股。 

张

一

丁 

核

心

技

- 155,000 155,000 0.18% 

无质押、冻结情况；张一丁先生

以询价转让的形式减持其通过厦

门雷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姓

名 

职

务 

直接持股

数（股） 

间接持

股数

（股） 

合计持股

数（股） 

合计持

股比例

（%） 

2022年 1-6月的质押、冻结及减

持情况 

术

人

员 

伙）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减持

规模为 20,000 股。截止到 2022 年

6 月 30 日，张一丁先生通过员工

持股平台间接持有公司股票

155,000 股。 

黄

伟

贤 

核

心

技

术

人

员 

- 84,000 84,000 0.10% 

无质押、冻结情况；黄伟贤先生

以询价转让的形式减持其通过厦

门梦泽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减

持规模为 28,000 股。截止到 2022

年 6 月 30 日，黄伟贤先生通过员

工持股平台间接持有公司股票

84,000 股。 

中望软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杜玉林、李红夫妻二人。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杜玉林直接持有公司 30,842,021 股，间接持有公司 840,000 股，合计

持有公司 31,682,021 股，持股比例为 36.55%；李红直接持有公司 5,544,000 股，

持股比例为 6.40%。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的情形；除上述减持情形外，不存在其

他减持的情形。 

十二、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