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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36                               证券简称：大华股份                         公告编号：2021-106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大华股份 股票代码 00223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坚 朱磊倩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安路 1199 号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安路 1199 号 

电话 0571-28939522 0571-28939522 

电子信箱 zqsw@dahuatech.com zqsw@dahuatech.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3,505,005,733.89 9,838,328,853.62 37.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43,175,887.55 1,368,974,364.44 20.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439,592,047.22 1,290,258,785.10 11.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71,108,797.99 -106,927,963.95 -714.6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6 0.47 19.1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6 0.47 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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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92% 8.35% -0.4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39,765,934,297.15  36,595,034,080.75 8.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502,466,967.23 19,773,030,426.40 8.7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53,83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傅利泉 境内自然人 34.18% 1,023,868,980 767,901,735 质押 151,287,942 

朱江明 境内自然人 5.36% 160,577,490 120,433,117 质押 10,600,00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91% 117,056,918 0   

上海高毅资产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高毅邻山 1 号

远望基金 

其他 3.34% 100,000,000 0   

陈爱玲 境内自然人 2.38% 71,262,813 53,447,110 质押 21,100,000 

吴军 境内自然人 2.31% 69,250,886 51,938,164   

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0% 44,930,751 0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2% 39,611,241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05% 31,448,750 0   

上海景林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景林全球基

金 

其他 0.95% 28,361,89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傅利泉先生和陈爱玲女士为夫妻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

致行动人。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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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1年上半年，新冠疫情和国际环境变化交织共振，全球商品价格在需求端复苏、供给端受限、流动

性宽裕等多重因素作用下大涨，叠加美国对中国部分科技企业继续制裁和限制，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出现阶

段性及结构性的失调。面对复杂的市场环境变化，公司通过多种方式全力保障项目交付，一方面，坚持多

种研发策略保证产品稳定的替代更新；另一方面，通过加大备货、强化供应商战略合作等方式，保障原材

料供应的稳定。同时，公司始终坚持技术创新，持续保持对核心技术的投入，加速新方向、新产品的布局，

极大地丰富了解决方案的应用场景。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5.05亿元，同比增长37.2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43

亿元，同比增长20.03%。 

公司的主要经营策略包括：  

1、持续提升研发投入，增强创新能力和核心技术实力 

公司持续加强对人工智能、云计算与大数据等核心技术的投入和软件能力建设。报告期内，公司研发

投入14.06亿元，占2021年上半年营业收入比例10.41%。 

公司人工智能在技术大赛和实战测试中持续创造佳绩，2021上半年公司取得文本识别领域ICDAR 

ReCTS中文招牌识别挑战单字识别、字符行识别、Cityscapes dataset-Instance-Level Semantic Labeling Task 实

例分割任务等多项算法评测第一。公司人工智能针对变化的应用场景，不断完善体系，持续丰富功能，实

战效果不断增强，其中，巨灵人工智能开放平台进一步提升完善，助力合作伙伴和客户高效推进行业智能

化落地。 

公司大力投入基础软件平台，为泛物联行业构筑智慧物联操作系统，建立起“一体系两平台”的面向城

市、企业的技术底座，快速提升了软件整体架构能力、软件开放能力。同时，依托内部软件模块化开发和

应用管理平台，公司的软件模块开发、管理能力得到了持续增强。2021年上半年，公司软件业务模块持续

沉淀和完善，软件复用性持续提升，软件开发成本不断降低。软件模块化的持续积累促进了公司的基础平

台效率提升和业务的快速孵化，助力各地区研发团队实现客户业务快速响应和交付。 

面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浪潮，公司大力投入以“云睿”为代表的云业务，在公有云领域建立起包含智能

中台、物联中台、业务中台、大数据中台的企业“数智化”技术基座。在此基础之上，公司构建了云睿6大

SaaS应用产品线，面向智慧教育、智慧社区、智慧连锁、智慧农业、智慧物流、智慧工地等领域提供普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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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智慧物联整体解决方案。同时，公司还构建了从PaaS到SaaS的开放能力以及AI开放能力，结合公司软硬

件开放能力，与生态合作伙伴共同打造开放、共建、共赢的解决方案生态，助力产业变革，赋能千行百业

数智化升级。 

报告期内，公司针对软件架构能力、基础软件平台、企业应用软件、政府应用软件、云睿云业务系统、

海外软件等投入结构完成了进一步优化，专业程度持续提升；通过PaaS、DaaS、VSaas等层面更加全面的

开放API，合作伙伴的应用开发支撑能力得到了持续增强；通过软件技术资源下沉一线，加快了软件就近

响应速度，提升了软件交付服务能力。 

2、持续发展高质量创新业务 

公司高度重视创新业务的培育，依托公司在视频物联行业的研发积累以及供应链整合能力和市场能力，

大力创新，持续扩展新的高速成长领域。公司目前主要拥有机器视觉、视讯协作、智慧家居、智慧消防、

智慧存储、汽车电子、智慧无人机、智慧安检、智慧显控及智慧控制等创新业务。凭借深厚的行业发展积

累、强大的技术底蕴以及对客户需求的全面洞察、对细分行业的深入理解，公司机器视觉、视讯协作及智

慧家居等业务快速发展，为公司持续高速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力，其他创新业务按照公司既有的战略规

划有序深入推进。报告期内，公司创新业务总体实现营收11.97亿元，同比增长94.25%，为公司未来的高

速增长蓄力。 

3、持续优化营销网络建设，增强技术与业务协同  

公司持续优化营销网络建设，国内业务下沉到县、乡镇一级；海外持续深化以国家为中心的业务下沉，

提升客户覆盖率和响应速度。同时，公司进一步强化区域技术营销体系，增强技术与业务协同，全面提升

技术营销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拓展企业端业务，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针对大企业客户，公司实行分层分级的

服务策略，一客一策，深挖客户在生产、管理等方面的需求并提供系统化的解决方案和服务，目前基于公

司数智化底座已经面向大企业市场发布数十个解决方案，全面服务企业数字化升级。针对中小企业客户，

公司在持续业务下沉的同时，联合合作伙伴推进客户的共建共享，聚焦价值客户进行生态共建，实现立体

化市场覆盖。 

公司高度重视集成合作生态体系建设，针对集成生态伙伴实行分层分级管理，通过服务好生态伙伴，

充分发挥其放大器作用。报告期内，公司加大了该业务方向的下沉覆盖投入，生态伙伴数量得到了快速增

加，助力业务结构更加稳健。 

4、保持供应链稳定，强化全球交付与服务能力  

面对供应环境的复杂多变，公司通过研发备份方案、优化供应链合作伙伴体系、积极备货、多样化供

应来源等手段，加强了关键物料持续安全供应能力，保障供应链安全。同时，公司持续扩大交付体系合作

生态规模，增加合作伙伴区域覆盖的同时，加大培训认证力度，提升合作伙伴的交付服务能力，进一步强

化了公司面向全球市场的体系化交付与服务能力。 

5、提升组织能力和运营效率，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 

公司持续推进精细化管理，全面推行高绩效管理，不断深化高质量、稳增长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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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构建精兵组织，强化平台能力；加强财经和IT投入，提升企业数字化管理水平；深化人才机制，

通过多样化的业务激励导向机制，持续激发人才活力。 

（二）其他重要事项 

2021年3月26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312,151,600股，募集资金

总额不超过560,000万元（含560,000万元），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之全资子

公司中移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已经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于2021年6月3日、2021年6月17日披露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3、2021-078）。 

2021年7月5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及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议案。调整后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不超过288,624,700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10,000万元（含510,000万元），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为中国

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中移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并于同日披露了《关于浙江大华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报告》。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以上相关公告文件均已在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傅利泉 

二○二一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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