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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 

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的回复 

信会师函字[2019]第 ZA644 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于 2019 年 9 月 29 日转发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

函》（以下简称“落实函”）已收悉。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下简称“申报会计师”）对落实函所列问题进行了逐项核查，具体回复内容如下： 

 

问题 2、发行人对非 FTE 类业务采用不同的收入确认方法，且收入确认与成本结转存

在不一致，会计处理与同行业公司存在差异。请发行人结合非 FTE 类的合同条款、具体环

节、执行情况，说明公司收入确认方法是否符合一致性要求，对于完工百分比法的具体适用

方法是否恰当，收入确认与成本结转是否符合配比原则，对照准则的具体条款说明是否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请保荐机构、会计师核查上述情况，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说明与分析】 

非 FTE 类业务收入确认模式分为非 FTE 类一次性确认模式及非 FTE 类里程碑节点确认

模式。对于非 FTE 类一次性确认模式下在资产负债表日未交付研发成果的项目的成本结转

及非 FTE 类里程碑节点确认模式下在资产负债表日处于里程碑节点之间的项目的收入确认

的会计处理，发行人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收入成本配比性原则，对申报财务报

表进行了会计差错更正。 

会计差错更正前，非 FTE 类一次性确认模式下，在交付项目研发成果后，于资产负债

表日确认项目收入，并将项目相关的成本结转计入当期成本；在资产负债表日，未交付研发

成果的项目，依据谨慎性原则将项目相关的人工成本、制造费用结转计入当期成本，不确认

项目收入。非 FTE 类里程碑节点确认模式下，在达到里程碑节点时，根据里程碑节点确认

依据，于资产负债表日确认项目收入，将项目相关的成本结转计入当期成本；在资产负债表

日，处于里程碑节点之间的，将项目里程碑节点之间已发生的劳务成本依据谨慎性确认原则

结转计入当期成本，不确认项目收入。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企业为生产产品、提供劳务等发生

的可归属于产品成本、劳务成本等的费用，应当在确认产品销售收入、劳务收入等时，将已

销售产品、已提供劳务的成本等计入当期损益”，发行人依据谨慎性原则对于资产负债表日

非 FTE 类一次性确认模式中的未完工项目已发生的成本进行结转但未确认相应的收入及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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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E 类里程碑节点确认模式下的里程碑节点间已发生的成本进行结转但未确认相应收入的

会计处理不符合收入成本配比性原则，其成本结转时点未与收入确认时点保持一致。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关于收入确认及成本结转配比性原则的要求，经进一

步分析和考量，发行人对于非 FTE 类一次性确认模式下的项目，在资产负债表日，对于未

交付研发成果的项目，项目相关已实际发生的劳务成本应计入存货余额，待项目完成并交付

研发成果后，确认项目收入的同时结转项目成本；对于非 FTE 类里程碑节点确认模式下的

项目，在资产负债表日，处于里程碑节点之间的项目，依据合同约定和历史经验，已经发生

的劳务成本预计很可能得到补偿，应按照已经发生的里程碑节点间的劳务成本金额结转计入

当期成本，并按照相同金额确认劳务收入，确认的劳务收入之和不应超过合同约定的金额。

相关服务交付时，发行人根据合同约定的结算款扣除前期已确认的收入后的金额，确认当期

收入。 

会计差错更正后，发行人对非 FTE 类一次性确认模式下的项目会计处理为：在交付项

目研发成果后，于资产负债表日确认项目收入，并将项目相关的成本结转计入当期成本；在

资产负债表日，未交付研发成果的项目，将项目相关的已发生的劳务成本计入存货，暂不确

认项目收入。非 FTE 类里程碑节点确认模式下的项目，在达到里程碑节点时，根据里程碑

节点确认依据，于资产负债表日确认项目收入，将项目相关的成本结转计入当期成本；在资

产负债表日，处于里程碑节点之间的已经发生并预计能够得到补偿的劳务成本结转计入当期

成本，按同等金额确认该阶段所提供的劳务收入。 

经上述会计差错更正后，对反馈意见问题回复如下： 

（1）结合非 FTE 类的合同条款、具体环节、执行情况，公司收入确认方法符合一致性

要求 

发行人非 FTE类业务不同收入确认模式下的合同条款、具体环节、执行情况如下： 

合同主要条款 主要内容（一次性确认模式） 主要内容（里程碑节点确认模式） 

合同主要研究内容 

化合物合成/化合物筛选/xx 测试/

生物样品分析/xx 模型建立/xx 药

效实验等 

原料药研究服务/制剂研究服务/药代动力学

和安全性评价服务 

项目执行周期 通常 1-3 个月  

原料药研究服务：15-36 个月 

制剂研究服务：18-48 个月 

药代动力学和安全性评价服务:1-12 个月 

项目实施环节 

1、立项；2、研究实施阶段；3、

获得并交付研究成果（研究报告

或合格产品等） 

原料药/制剂研究服务： 

1、 生产工艺研究（主要包括工艺优化、小

试工艺研究、中试工艺研究等实验阶段，每

个实验阶段执行周期通常为 1-3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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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质量研究（主要包括分析方法开发、分

析方法验证）； 

3、稳定性研究（主要包括影响因素、稳定

性放样及检测）； 

4、申报资料的撰写及交付 

药代动力学和安全性评价服务： 

1、撰写实验方案；2、实验实施阶段； 

3、撰写并发送报告初稿；4、交付报告终

稿 

项目成果交付 交付研究报告或合格产品等 
交付阶段性研究报告或样品或检测结果、

生产工艺确认、交付最终申报全套资料 

结算方式 

1、合同生效后支付首付款；2、

交付研究报告或合格产品后支付

尾款。 

1、合同生效后支付首付款；2、里程碑付

款条款：每期工作完成且开具正式增值税

发票后支付 

由上表可知，非 FTE 类一次性确认模式的项目合同，研究内容较为单一，合同具体实

施环节较少，且项目实施周期较短，由于发行人仅在相关服务交付时与客户确认工作结果，

因此，发行人对于执行周期短或根据合同条款等不能划分具体里程碑节点的项目，发行人在

交付客户项目研发成果后确认项目完成，并确认相应的收入。 

非 FTE 类里程碑节点确认模式下的项目，发行人与客户在研发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合同

金额、阶段性研究服务内容及里程碑付款条件等，发行人提供的阶段性研究服务的收入金额

可以可靠地计量；客户按合同约定支付相关款项，发行人提供交易的相关经济利益很可能流

入企业；发行人确定的各里程碑节点均有相应的证明文件作为进度确认依据，提供的劳务交

易的进度能够可靠地确定；发生的材料成本、人工成本、制造费用可以按项目准确归集或分

摊，交易中已发生和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故发行人对该类项目按照里程碑节点确

认项目收入。 

非FTE类里程碑节点确认模式下的项目，发行人与客户签订的研发合同执行周期较长，

通常在数月到数年不等，发行人根据研发合同约定的研究内容及实施过程中的研究工序横向

划分业务类型，纵向划分里程碑节点，每个业务类型下单个里程碑节点的执行周期较短，通

常在 1-3 个月，发行人在完成每个里程碑节点后，发送或交付客户阶段性研究成果（包括阶

段研究报告或样品），并在达到里程碑付款节点后与客户进行结算。发行人对每一个里程碑

节点的服务提供模式、收入确认时点及依据与非 FTE 类一次性确认模式相似。 

根据合同中的研究内容，发行人可以明确区分该研究内容所适用的收入确认方法；报告

期内，发行人对于同一类别的研究内容始终保持一贯的收入确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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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发行人非 FTE 类业务的收入确认方法一致，发行人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制定了符合企业实际业务情况的收入确认政策，在报告期内，发行人严格执行该收入确认政

策，并保持一贯执行。 

（2）公司非 FTE里程碑节点确认方法的具体适用方法恰当  

发行人非 FTE 类里程碑节点确认方法的运用系参考 2010 年财政部会计司《企业会计准

则讲解》，企业确定提供的劳务交易的完工进度可以选用下列方法：（1）已完成工作的测

量，这是一种比较专业的测量方法，由专业测量师对已经提供的劳务进行测量，并按一定方

法计算确定提供劳务交易的完工程度；（2）已经提供的劳务占应提供劳务总量的比例，这

种方法主要以劳务量为标准确定提供劳务交易的完工程度；（3）已经发生的成本占估计总

成本的比例，这种方法主要以成本为标准确定提供劳务交易的完工程度。 

发行人里程碑节点完工进度采用上述第二种方法，即已经提供的劳务占应提供劳务总量

的比例确认完工进度，发行人通过参考行业规范并结合历年研究经验、已签订合同平均约定

结算比例等因素确定各阶段的完工进度（固定比例）；结合发行人项目研发特点、项目难度、

每个研发阶段工作量的投入、参照项目通常的阶段工序设置每个里程碑节点，制定了符合项

目实际情况及自身业务模式的收入确认方法，发行人确定的里程碑节点均有相应的证明文件

作为进度确认依据，项目收入可以可靠计量，报告期内保持一贯执行。在实际核算过程中，

针对资产负债表日尚未完工的阶段性研究劳务，因尚未向客户提交该研究阶段的最终劳务成

果，但依据合同约定和历史经验，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很可能得到补偿，因此，按照已

经发生的里程碑节点间的劳务成本金额结转计入当期成本，并按照相同金额确认劳务收入。

发行人非 FTE类里程碑节点确认方法的具体适用方法恰当，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3）公司非 FTE业务收入确认与成本结转符合配比原则 

非 FTE 类一次性确认模式下，发行人在项目完成并交付客户研发成果后，确认项目收

入，同时结转相应成本，在资产负债表日，对于尚未完工交付研发成果的项目，发行人将已

发生的劳务成本计入存货，未确认项目收入，未结转项目成本，收入确认及成本结转符合配

比原则。 

非 FTE类里程碑节点确认模式下，达到里程碑节点，发行人根据里程碑节点确认依据

确认项目收入，同时结转相应成本，在资产负债表日，发行人将处于里程碑节点之间的已

经发生并预计能够得到补偿的劳务成本结转计入当期成本，并按同等金额确认该阶段所提

供的劳务收入，收入确认及成本结转符合配比原则。 

综上，发行人非 FTE类业务的收入确认及成本结转符合配比原则。 

（4）公司收入确认与成本结转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对照准则的具体条款说明如下： 

1、非 FTE类一次性确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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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FTE 类一次性确认模式下的项目，由于发行人仅在相关服务交付时与客户确认工作

结果，发行人不能根据合同研究内容、结算条款等划分具体标准的项目里程碑节点，故发行

人在交付客户项目研发成果后确认项目收入，同时结转项目相应成本。发行人非 FTE 一次性

确认模式下的收入确认及成本结转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三十五条的规定。 

2、非 FTE类里程碑节点确认模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可以可靠估计需满足的四个确

认条件“（一）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二）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三）

交易的完工进度能够可靠地确定；（四）交易中已发生和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非 FTE类里程碑节点模式下的项目，（一）发行人与客户签订的研发合同明确约定了合

同金额、阶段性研究服务内容及里程碑付款条件等，发行人提供的阶段性研究服务的收入金

额可以可靠地计量；（二）客户按合同约定支付相关款项，发行人提供交易的相关经济利益

很可能流入企业；（三）发行人确定的各里程碑节点均有相应的证明文件作为进度确认依据，

提供的劳务交易的进度能够可靠地确定；（四）项目发生的成本可以按项目准确归集或分摊，

交易中已发生和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发行人非 FTE 类里程碑节点确认模式下的

收入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的四项规定。 

非 FTE类里程碑节点确认模式下的项目，在资产负债表日，达到里程碑节点时，根据里

程碑节点确认依据确认劳务收入的同时确认项目相关成本，收入确认及成本结转的会计处理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在资产负债表日，项目进度处于里程

碑节点之间，根据合同约定和历史经验，里程碑节点之间已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能够得到补

偿，因此，发行人将里程碑节点间的劳务成本结转计入当期成本，并按同等金额确认该阶段

所提供的劳务收入，非 FTE 类里程碑节点确认模式收入确认及成本结转的会计处理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三十五条的规定。 

综上，发行人非 FTE类业务的收入确认与成本结转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 核查过程 

1、 申报会计师访谈了发行人财务总监、项目管理部负责人，业务部门人员，查阅了发

行人的主要业务合同，了解了发行人收入确认及成本结转的相关会计政策，查阅了《企业会

计准则》等相关规定。 

2、 申报会计师查阅了发行人董事会关于《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相关事项说明的议案》的

决议，并对发行人会计差错更正后的 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 6 月 30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

度、2019 年 1-6 月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计，出具了审计报告。 

（二） 核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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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会计师核查意见： 

1、 发行人根据合同中的研究内容，可以明确区分该研究内容所适用的收入确认方

法，报告期内非 FTE 类业务的收入确认方法一致，并始终保持一贯执行。 

2、 发行人对于非 FTE 类里程碑节点确认方法的具体适用方法恰当，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相关规定。 

3、发行人经会计差错更正后的非 FTE 类业务的收入确认与成本结转符合配比原则。 

4、发行人非 FTE 类业务的收入确认及成本结转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问题 3、请发行人补充说明拟购买上海市惠南镇宣黄公路 2300 号凯龙南汇商务园的土

地性质、用途及资金筹措计划，是否属于住宅，是否符合国家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作价是

否公允，合同执行期较长的原因；补充披露募集资金是否用于购置房地产及重点投向科技创

新领域的保障措施。请保荐机构、会计师核查上述情况，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说明与分析】 

1、 凯龙南汇商务园相关物业不属于住宅，符合国家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 

凯龙南汇商务园相关物业的土地用途均为工业用地。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

完成后，将建成药物发现和药学研究及申报平台、临床前研究及申报平台，上述平台符合发

行人主营业务，主要从事新药研发相关业务，不存在房地产开发或经营业务内容，且发行人

及子公司均不具备房地产开发资质。此外，发行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相关项目建设及运营

配套资金，未包含相关物业的购买。 

因此，发行人拟购买的凯龙南汇商务园相关物业不属于住宅用途，募集资金将用于发行

人主营业务，不存在房地产开发或经营业务内容，不存在违反国家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情

况。 

根据相关项目建设、使用及资金筹措计划，发行人将适时采用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完

成对上述物业的购买。截至 2019年 6 月末，发行人货币资金为 15,167.93万元。截至本回

复出具之日，发行人已启动与相关银行的资金借贷商谈事项。 

2、公司购买凯龙南汇商务园相关物业的背景、进展情况、合同执行期较长的原因 

自成立以来，发行人办公及研发所用场所均为租赁所得。随着发行人业务规模的不断增

长，发行人拟在上海采用购置或新建的方式获得自有物业作为公司办公及研发所用场所，以

支持并进一步保证未来公司生产经营的发展与稳定。2017 年初，发行人与美邦启立光电科

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邦启立”)沟通洽谈上海市惠南镇宣黄公路 2300 号凯龙南

汇商务园相关物业的购买事宜。 

美邦启立为港交所上市公司宏基资本有限公司(02288.HK，以下简称“宏基资本”)通过

力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城投资”)控制的公司，其直接股东为力城投资，宏基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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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包括住宅、商业及工业物业的投资、管理等业务，2018年实现收入 4.08亿港元。发行

人与美邦启立、力城投资及宏基资本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2017 年 2 月，发行人与美邦启立及其股东力城投资初步达成合作意向，约定发行人在

向美邦启立直接购入位于上海市惠南镇宣黄公路2300号凯龙南汇商务园4幢物业建筑物后，

通过向力城投资购买美邦启立 100%股权的方式获得其他部分房地产。考虑到发行人实际使

用相关物业及资金筹措的计划等，各方约定该等购买事项需在 2020年 6 月 30 日之前完成。 

合作意向达成后，美邦启立启动按照港交所相关规定履行内部决策流程。2017年 10月，

经宏基资本股东特别大会审议通过，发行人与美邦启立及其股东力城投资签署的《合作框架

协议》和《房地产买卖协议》生效。2017年 11月，发行人按照相关协议约定，向美邦启立

支付 50%的购买凯龙南汇商务园第 4幢物业的房产交易款项 2,126.47万元。 

由于后续办理凯龙南汇商务园第 4 幢物业产权变更时手续较为复杂，交易各方拟协商

变更交易方式，拟以发行人收购美邦启立 100%股权方式完成凯龙南汇商务园全部物业的转

让。发行人与协议各方就上述事项的具体协议条款不断进行磋商。2019 年 6 月，发行人与

力城投资、美邦启立签署完成更新后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2019年 9月 25日，经宏基

资本股东特别大会审议通过，发行人与美邦启立及其股东力城投资签署的《股权转让框架协

议》生效，原《合作框架协议》和《房地产买卖协议》随之终止。根据《股权转让框架协议》

的约定，合同各方需在 2020 年 12 月 31日前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并于 2021年 9 月 30日

前完成相关股权的交割事宜。 

发行人根据相关项目建设、使用及资金筹措计划，逐步推进上述物业的购买，同时交易

对方履行港交所规定内部决策流程所需时间较长，因此相关合同执行期较长。 

3、凯龙相关物业作价公允 

发行人与美邦启立、力城投资原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约定，凯龙南汇商务园之 4 幢

物业的交易价格为 4,252.94 万元，该物业采取直接购买的方式取得；凯龙南汇商务园其余物

业以购买美邦启立 100%股权方式获得，2017 年至 2020 年的交易价格为 28,485.97 万元、

29,910.27 万元、31,406.92 万元和 32,975.90 万元，暨相关交易价格按照签署《股权转让协

议》年份逐年增长 5%；因此，凯龙南汇商务园 2017 年至 2020 年整体交易价格分别为

32,738.92 万元、34,163.22 万元、35,659.86 万元和 37,228.85 万元。由于交易方式发生变化，

根据交易各方最终签署并生效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凯龙南汇商务园的交易价格为

36,373.85 万元。上述事项及相关文件已经港交所上市公司宏基资本(02288.HK)按照港交所

相关规定对外进行公告披露，并经其股东特别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北京高力国际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凯龙南汇商务园相关物业，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的市值为 28,900.00 万元。原《合作框架协议》约定的 2017 年交易价

格 32,738.92 万元较该评估值高出 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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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相关合同签署时间与相关物业约定完成交割时间的间隔超过 3 年，同时相关物业

在地理位置、土地用途、产业规划等方面与发行人整体使用计划较为匹配，因此《股权转让

协议》中约定的相关房产价格高于评估价值，相关物业的转让作价公允。 

4、补充披露募集资金是否用于购置房地产及重点投向科技创新领域的保障措施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九节  募集资金运用与未来发展规划”之“二、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背景”之“（一）药物发现和药学研究及申报平台”之“1、项目概述”中补充披露如下： 

“本项目选址为上海市浦东新区宣黄公路2300号凯龙南汇商务园内。项目建设期1年，

总投资约 20,301.05 万元，其中装修工程费用 5,208.00 万元，设备仪器购置费用 12,937.50 万

元，信息系统设备费用 333.40 万元，项目预备费 554.37 万元，配套流动资金 1,267.78 万元。

本项目募集资金不涉及购置房产。”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九节  募集资金运用与未来发展规划”之“二、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背景”之“（二）临床前研究及申报平台”之“1、项目概述”中补充披露如下： 

“本项目选址为上海市浦东新区宣黄公路 2300 号凯龙南汇商务园内。本项目建设期 1

年，总投资约 9,690.53 万元，其中装修工程费用 3,546.00 万元，设备仪器购置费用 4,919.00

万元，信息系统设备费用 166.60 万元，项目预备费 253.95 万元；配套流动资金 804.98 万元。

本项目募集资金不涉及购置房产。”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九节  募集资金运用与未来发展规划”之“二、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背景”之“（二）补充流动资金”之“1、项目概述”中补充披露如下： 

“本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10,000.00万元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本项目募集资金不涉及购置

房产。”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九节  募集资金运用与未来发展规划”之“一、募集资金运用

的基本情况”之“(四)募集资金重点投向科技创新领域的具体安排”中补充披露如下： 

“公司拟通过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引进更为先进齐备的仪器设备和专业研发软件，有

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研发效率及研究质量；进一步提升公司实验设施和条件，有利于吸引及

培养更优秀的专业技术人才；进一步突破新药研发关键技术，有利于公司拓展新药研发服务

细分领域，承接种类更为丰富、难度更高、附加值更高的新药研发项目；打造功能更为齐全、

更为先进的药物发现和药学研究及申报平台及临床前研究及申报平台，有利于满足更多客户

更新升级的研发战略和研发需求，为客户提供更高难度、更高附加值的药学发现和药学研究

服务，夯实公司一站式临床前 CRO 服务战略。 

为保障公司规范、有效使用募集资金，确保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公司主营业务，重点投向

科技创新领域，公司已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内控制度，公司董事会将持续监督公

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专项存储、保障募集资金用于募投项目、配合保荐机构和监管银行对募集

资金使用的监督和检查，以保证募集资金合理规范使用，合理防范募集资金使用风险。同时，

公司实际控制人已出具承诺，将通过行使股东、董事的职权，确保公司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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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主营业务，重点投向科技创新领域，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相关规定，

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核查过程 

申报会计师对对发行人总经理、财务总监进行了访谈，查阅了发行人与美邦启立、力城

投资签署的相关协议、宏基资本的相关公告、凯龙南汇商业园《不动产权证书》、北京高力

国际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发行人出具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承诺函。 

（二）核查结论 

申报会计师核查意见： 

发行人拟购买的上海市惠南镇宣黄公路 2300 号凯龙南汇商务园的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

发行人拟后续根据实际使用及筹资计划，陆续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完成对该物业的购

买，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涉及该物业的购买，发行人拟对该物业的购买行为不存在违反

国家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情形；由于相关合同签署时间与相关物业约定完成交割时间的间

隔超过 3 年，同时相关物业在地理位置、土地用途、产业规划等方面与公司整体使用计划较

为匹配，相关物业的转让作价公允；发行人根据相关物业的使用和筹资计划，逐步推进相关

物业的购买，同时交易对方履行港交所规定内部决策流程所需时间较长，因此导致合同执行

期较长；发行人已补充披露了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不涉及房产购置，已补充披露了发行

人实际控制人出具的募集资金重点投向科技创新领域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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