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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9 年，世界经济增速普遍放缓，贸易摩擦频繁，受此影响，视频物联行业增速短期有所

放缓。 但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5G、云计算、大数据好等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以及视频技术的

不断迭代更新，智能化产品与解决方案价值快速提升，视频能力已经深入到各行各业的业务

应用中，以视频为核心的智慧物联领域的市场空间进一步扩大。

在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下，报告期内，公司保持稳健经营，加强精细化管

理、优化业务结构，提高业务质量，利润率、现金流等经营指标进一步提升，实现业绩稳步增

长。 2019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61.4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0.5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1.8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6.04%，盈利能力不断提高。 公司的主要经营策略包

括：

（1）持续加强研发的精准投入，不断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增强核心技术实力

公司坚持以技术创新为核心，保持研发的大规模投入。 2019 年，公司研发投入 27.94 亿

元，同比增长 22.35%，占营业收入 10.69%。 除了对传统的视频技术保持投入，公司持续加强对

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5G、网络安全、软件平台、机器视觉和机器人、多维感知等技术领

域的研究、开发和产品化，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快速响应和迭代。

公司深入洞察行业与技术发展趋势，持续构建以“全感知、全智能、全计算、全生态” 为基

础的技术体系，提升面向客户业务痛点的端到端综合解决方案能力，建立面向具体场景的应

用解决方案，支撑各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

（2）加强软件研发能力建设和下沉，加快对客户定制化需求的响应

公司软件架构能力进一步增强，面向公安、司法、应急、交通、智能楼宇、金融、能源等行业

多个场景发布行业软件平台。 为了加强细分行业业务在一线闭环的能力，加速面向客户定制

化需求的响应速度，也为省区当地细分行业的合作伙伴提供更好的技术服务，公司成立上海、

浙江、山东、陕西、四川、广东、广西等省区软件能力中心，覆盖本省及周边省区的软件研发支

撑。 同时，公司在欧洲与美洲分别成立软件研发分部，吸纳当地优秀软件人才，组建国际化研

发团队，贴近客户，开展软件平台本地化开发，大幅提高了客户需求响应速度。

（3）深入理解客户业务，聚焦战略机会点管理，提升体系化营销能力

公司持续以客户需求为导向，深入理解客户业务，逐步构建和完善基于客户沙盘的业务

与项目运作能力，为不同类型的客户提供多层次的解决方案。 在国内市场，持续推进技术营销

能力建设，建设省区产品与解决方案能力中心，强化面向客户与业务一线的产品与解决方案

上市管理。 在海外市场，不断落地精细化管理，持续推进渠道下沉，增强行业拓展能力，构建合

作生态，有序开展业务布局。

公司加强战略机会点的管理，发现并抓住高速自由流等一系列新机会空间快速研发并交

付针对性的产品和解决方案，扎实落地客户业务价值。 公司坚信开放融合是行业发展必然趋

势，开放融合将成为万物互联时代的新型业态，对于跨行业场景应用，通过生态合作构建综合

解决方案。

（4）推进全球化营销网络建设，成立研发分中心，深化全球供应布局

公司拥有全球化的业务布局，在国内和海外市场都有广泛的营销网络和业务覆盖。

2019年，公司营销服务网络增至 51个国家，在亚太、北美、欧洲、非洲等地建立 53 个境外

分支机构，产品覆盖全球近 180个国家和地区。 通过培育国际化的营销管理团队，建设本地化

的营销、研发、供应、服务中心，逐步提升海外子公司本地化运营能力，持续优化营收结构，并

进一步实现全球市场的扩张和业务的升级。 同时，面对复杂的内外部环境，公司持续建设合规

运营体系、安全体系、质量体系，保障公司规范运作。

2019年，公司在成都建立西南智慧基地，布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核心技术人才，

以满足不断发展的业务需求。 公司供应链精细化运营能力持续提升，不断推进全球供应网络

建设，除中国杭州总部外，目前已在匈牙利、墨西哥等国家建立区域供应中心，在核心物流集

散中心荷兰、迪拜等建立区域 HUB 仓，年度内新增数十个生态化 RMA 网点，授权数十个技

术服务合作方，形成多级供应网络和生态服务体系。

（5）持续推进创新业务发展，为客户提供更丰富完整的解决方案

公司基于对客户多元化需求的深入了解，继续发展工业互联网领域相关业务、视讯协作、

专业无人机等新兴业务。

工业互联网领域业务：1）机器视觉业务：在智能制造浪潮的引领下，机器视觉业务依托公

司在视频领域多年的 AI技术积累和物联网生态圈， 持续进行产品的软硬件技术开发和算法

平台产品迭代，正在形成以算法平台软件为核心，叠加工业相机、智能相机、线扫相机、智能传

感器、3D相机和镜头等产品， 为客户提供端到端的工业视觉产品解决方案并得到较好应用；

2）机器人业务：持续进行移动机器人、行业机器人等产品、核心技术以及行业应用系统的开

发，已应用于智能制造和智能巡检的多个行业。

视讯协作业务：基于对市场的深刻理解，不断优化产品，进一步丰富产品线，为客户提供

完整的视频会议解决方案，支持应急指挥、远程医疗、远程教育、远程办公协作等场景和应用。

专业无人机业务：持续进行飞控算法、整机动力系统、行业智能化应用技术的开发，并取

得较好的效果，已应用于油气田巡检、石油管道巡视、警务协助、消防灭火、航空拍摄、航空监

控、电力巡线、国土绘测、安防监控、森林防火、海事巡查、应急救灾、地质勘测等多个领域。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利润比

上年同期增

减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解决方案

13,615,657,

688.00

6,100,976,

051.34

44.81% 11.47% 21.70% 3.77%

产品

10,649,410,

791.29

4,505,624,

725.18

42.31% 9.08% 23.98% 5.09%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

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财政部分别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和 2019 年 9 月 19 日 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

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本公司已

于 2019年按财政部的要求对财务报表格式及部分科目列报进行相应调整。

（2）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本公司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执行财政部 2017 年修订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一金融

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一金融资产转移》、 《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一套

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一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相关准则” ）。

修订后的准则规定，对于首次执行日尚未终止确认的金融工具，之前的确认和计量与修订后

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应当追溯调整。 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

致的，无需调整。 本公司将因追溯调整产生的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和其他综合

收益。

（3）执行新债务重组及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

本公司自 2019 年 6 月 10 日起执行经修订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一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自 2019年 6月 17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一债务重组》。 该项会计政

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并根据准则的规定对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至准则实施日之间发

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和债务重组进行调整。 本公司首次执行该准则对财务报表无影响。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公司于本期投资设立浙江舟山数字发展运营有限公司、广西大华科技有限公司、云

南智丽科技有限公司三家子公司，这三家公司自设立日开始纳入合并范围。

（2）公司子公司无锡大华锐得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湖南大华系统科技有限公司、大华中

城（北京）科技有限公司、Dahua� Italy� S.R.L于本期注销，自注销之日起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3）公司本期转让原持有中标慧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36%的股权，转让后剩余持股

15%，不再对该公司拥有控制权，故本期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傅利泉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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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2020年 3月 23日发出， 于 2020年 4月 2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参与表决的董事 7名，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 7 名。 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傅利泉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1、会议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年报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年报摘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会议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何超先生、王泽霞女士、黄斯颖女士向董事会提交了《2019 年度独立董事

述职报告》， 并将在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 上述述职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3、会议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4、会议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公司全年共实现营业总收入 261.49亿元，同比增长 10.50%；实现利润总额 34.99 亿元，同

比增长 26.1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88亿元，同比增长 26.04%。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5、会议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公司 2019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 3,188,144,692.55 元，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307,861,781.87 元；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0,248,023,654.54 元，母公司实际

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0,397,488,836.58元。

2019年度公司的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司总股本 2,994,599,750 股

（扣除已回购股份 13,391,48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1.33 元（含税），现金

分红总额 398,281,766.75元，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股利分配后剩余未分配利

润结转下一年度。

若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新增

股份上市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相应调整，敬请投

资者注意分配总额存在由于总股本变化而进行调整的风险。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6、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 2019 年度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第九节。

2019年度董事、监事薪酬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7、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根据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提议，同意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

司 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聘期 1 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

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8、会议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关于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

价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董事会关于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

报告》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公告。

9、会议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2019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

登的公告。

10、会议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9年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

《2019 年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公告。

11、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交易的议

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交易的公告》和刊登

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可行性分析报

告》。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2、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信贷及票据池质

押融资业务额度的议案》。

为满足生产经营资金的需要， 公司及其下属分子公司拟向银行申请金额不超过等值 300

亿元人民币（含）的综合信贷，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法人账户透支、贸

易融资等信贷业务，以及不超过等值 60 亿元人民币（含）票据池质押融资业务额度，有效期

至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 上述银行包括但不限于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

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渣打银行、汇丰银行、花旗

银行、法国巴黎银行、杭州联合银行、平安银行、光大银行、民生银行、杭州银行、浙商银行、浦

发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宁波银行、江苏银行、南京银行、邮储银行等金融机构。

拟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傅利泉就上述信贷及票据池质押融资事项签署相关合同及其他

法律文件。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3、会议以 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联董事傅利泉先生、陈爱玲女士、朱江明先生回避表决，其余 4 名董事参与表决。 独立

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4、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国债逆回

购投资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国债逆回购投资

的公告》。

15、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

产品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

公告》。

16、会议以 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的相关

规定以及公司 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认为，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成就。 除公司已按照规定程序审议通过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以外， 公司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 2901 名激励对象解锁资格合

法、有效。 根据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同意对符合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的 2901 名激励对象

持有的 36,931,56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解锁。

因董事傅利泉先生、陈爱玲女士与激励对象来利金先生、陈建峰先生为亲属关系，已回避

表决，关联董事吴军先生回避表决，其余 4名董事参与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

17、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拟对已离职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1,810,600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

购注销，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8、 会议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的《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并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

过。

19、会议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20、会议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2020 年 5 月 12 日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监事会提交的相关

议案，股东大会通知全文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4月 3日

证券代码：002236� � � � �证券简称：大华股份 公告编号：2020-020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会议届次：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2、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

会议的通知和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 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 5月 12日（星期二）下午 2: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2 日上午 9:

30-11:30，下午 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2 日上

午 9:15至 2020年 5月 12日下午 3:00的任意时间。

5、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股东应选

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

决结果为准。

6、 股权登记日：2020年 4月 30日

7、 出席对象：

1) �截止 2020年 4月 30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2），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安路 1199号本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2、审议《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会上作述职报告；

3、审议《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审议《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审议《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审议《关于确认公司 2019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7、审议《关于续聘 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8、审议《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交易的议案》；

9、审议《关于向银行申请信贷及票据池质押融资业务额度的议案》；

10、审议《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1、审议《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2、审议《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同意提交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详情参见公司刊登在 2020年 4月 3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议案 12为特别表决议案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要求，议案 5、

6、7、10、11、12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并及时公开披露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

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

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 ：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计投票提案

1.00 《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2.00 《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4.00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00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00 《关于确认公司 2019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

7.00 《关于续聘 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8.00 《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交易的议案》 √

9.00 《关于向银行申请信贷及票据池质押融资业务额度的议案》 √

10.00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11.00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12.00 《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四、参加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1、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或持股凭证）办理登记；委托代

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

（或持股凭证）办理登记。

2、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人单位营

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或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

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或

持股凭证）办理登记。

3、 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传真或信函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

（不接受电话登记）。

4、 登记时间：2020年 5月 7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30-3:00。

5、 登记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安路 1199 号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

部。 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 1。

六、其他事项

1、 现场会议联系方式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安路 1199号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邮政编码：310053

电话：0571-28939522

传真：0571-28051737

联系人：吴坚、楼琼宇

2、 现场会议会期预计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和交通费用自理。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4月 3日

附件 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 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236” 。

2.�投票简称：“大华投票” 。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表决意

见种类对应的申报股数：

表 2� �表决意见对应“申报股数”一览表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申报股数

同意 1

反对 2

弃权 3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

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

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

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0年 5月 12日的交易时间，即 9:30一 11:30�和 13:00一 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0年 5月 12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

9:15，结束时间为 2020年 5月 12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 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

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规

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 2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委托人出席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进行

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该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如没有做出指示，受托人有权按自

己的意愿表决。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结束

时止。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表决指示如下：

提案编

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

的栏目可

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 ：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1.00 《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2.00 《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4.00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00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00 《关于确认公司 2019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

7.00 《关于续聘 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8.00 《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交易的议案》 √

9.00

《关于向银行申请信贷及票据池质押融资业务额度的议

案》

√

10.00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11.00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

12.00 《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特别说明事项：

1、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 、“反对” 、“弃权” 下面的方框中打“√” 为准，

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3、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委托人为法人的必须加盖法人单位

公章。

委托人单位名称或姓名（签字盖章）： 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份的性质和数量：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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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于

2020年 3月 23日发出，于 2020年 4月 2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3名，实到监事

3 名，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会议由宋卯元女士主持，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会议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的

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

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会议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会议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会议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会议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关于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

价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已建立较为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并得到有效执行，保证了

公司的规范运作。 公司董事会出具的关于 2019年度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

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

6、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 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本次解除限售符合公司《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公司《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等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符合解锁资格

条件，其作为本次可解锁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同意公司对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 2901 名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 36,931,560 股限制性股票按规定

解除限售。

7、会议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已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事项进行核查

后认为：已离职激励对象因为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1,810,600 股限

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符合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有关回购注销的

规定。 董事会审议本次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同意对上述限制

性股票按照《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中对回购事项的约定实施回购注销。

8、会议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根据财政部颁布的相关准则变更会计政策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

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 监事会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特此公告。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 4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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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0 年 4 月 2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

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交易的议案》，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

司拟 12个月内累计开展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总额不超过 7 亿美元。 上述金额超出董事会权

限，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交易的目的

进出口业务是本公司的主要业务之一，为规避进出口业务所面临的汇率风险，使公司专

注于生产经营，公司计划在银行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

二、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交易的业务情况

公司拟开展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是为满足正常生产经营需要，在银行办理的规避和防范

汇率风险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包括远期结售汇业务、人民币及其他外汇掉期业务等。

远期结售汇业务是指与银行签订远期结售汇合同， 约定将来办理结汇或售汇的外汇币

种、金额、汇率和期限，到期再按照该远期结售汇合同约定的币种、金额、汇率办理结汇或售汇

的业务。

人民币或其他外币掉期业务是指在委托日同时与银行约定两笔金额一致、 买卖方向相

反、交割日期不同的人民币或外币对另一外币的买卖交易，并在两笔交易的交割日按照该掉

期合约约定的币种、金额、汇率办理的结汇或售汇业务。

三、拟投入资金

根据公司实际业务发展情况，公司预计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公司与下属控股子

公司 12个月内累计开展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总额不超过 7 亿美元。 上述金额超出董事会权

限，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交易，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除根据与银行签订的协议缴纳一定比例的保

证金外，不需要投入其他资金，该保证金将使用公司的自有资金，不涉及募集资金。 缴纳的保

证金比例根据与不同银行签订的具体协议确定。

四、外汇套期保值交易的风险分析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遵循锁定汇率风险、套期保值的原则，在签订

合约时严格按照公司预测回款期限和回款金额进行交易。

外汇套期保值交易可以在汇率发生大幅波动时，降低汇率波动对公司的影响，使公司专

注于生产销售，但同时也会存在一定风险。

1、汇率波动风险：在汇率行情变动较大的情况下，银行远期结汇汇率报价可能偏离公司

实际收付时的汇率，造成汇兑损失。

2、内部控制风险：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由于内控制度不

完善而造成风险。

3、客户及供应商违约风险：由于客户的付款或支付给供应商的款项逾期，与锁汇期限不

符，导致公司锁汇损失。

4、回款预测风险：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根据客户订单和预计订单进行回款预测，实际执行

过程中，客户可能会调整订单，造成公司回款预测不准，导致延期交割风险。

五、公司拟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采用银行远期结汇汇率向客户报价，以便确定订单后，公司能够以

对客户报价汇率进行锁定；当汇率发生巨幅波动，如果远期结汇汇率已经远低于对客户报价

汇率，公司会提出要求，与客户协商调整价格。

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制定《外汇套期保值管理制度》，对外汇套期保值交易业务的操

作原则、审批权限、责任部门及责任人、内部操作流程、信息隔离措施、内部风险报告制度及风

险处理程序、信息披露等做出明确规定。

3、为防止远期结汇延期交割，公司高度重视应收账款的管理，积极催收应收账款，避免出

现应收账款逾期的现象。

4、公司进行外汇套期保值业务须严格基于公司的外币收款预测。

5、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将会定期、不定期对实际交易合约签署及执行

情况进行核查。

特此公告。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4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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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0 年 4 月 2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

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公司实际业务发展需

要， 公司拟在 2020年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

975,850万元，其中，对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209,400 万元，对资产负债

率高于 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1,766,450万元。 具体担保对象和提供的担保额度如下：

（1）对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子公司的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被担保方

向金融机构

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等提

供担保

向供应商采购

付款、销售合

同履约等日常

经营业务提供

担保

合计提供的担保额

度

1 西安大华智联技术有限公司 80,000 - 80,000

2 无锡大华锐频科技有限公司 1,000 - 1,000

3 浙江大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 - 1,000

4 浙江华睿科技有限公司 1,000 - 1,000

5 浙江大华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1,000 - 1,000

6 浙江华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000 - 1,000

7 杭州檀木科技有限公司 1,000 - 1,000

8 浙江大华安防联网运营服务有限公司 1,000 - 1,000

9 浙江华创视讯科技有限公司 1,000 - 1,000

10 成都大华智安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80,000 - 80,000

11 浙江大华存储科技有限公司 1,000 - 1,000

12 浙江大华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1,000 - 1,000

13 Dahua�europe�b.v. 10,000 5,000 15,000

14 Dahua�technology�(thailand)�co.,�ltd. 100 - 100

15 Dahua�technology�india�private�limited 4,000 - 4,000

16 Dahua�vision�LLc 100 - 100

17 Dahua�technology�china(pvt)�ltd 100 - 100

18 Dahua�technology�pakistan�(private)�limited 100 - 100

19 Dahua�technology�mexico�s.a.�de�c.v 20,000 - 20,000

合计 204,400 5,000 209,400

注：以上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等提供担保的期限均为 5年。

（2）对资产负债率高于 70%的子公司的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被担保方

向金融机构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等

提供担保

向供应商采购付

款、销售合同履

约等日常经营业

务提供担保

合计提供的

担保额度

1 浙江大华科技有限公司 900,000 100,000 1,000,000

2 浙江大华智联有限公司 100,000 400,000 500,000

3 浙江大华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50,000 - 50,000

4 大华技术（香港）有限公司 100,000 10,000 110,000

5 广西大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000 - 1,000

6 杭州小华科技有限公司 1,000 - 1,000

7 浙江大华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1,000 - 1,000

8 杭州华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30,000 30,000 60,000

9 浙江华消科技有限公司 1,000 - 1,000

10 浙江大华金智科技有限公司 1,000 - 1,000

11 浙江丰视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12 Dahua�technology�usa�inc. 4,000 - 4,000

13 Dahua�technology�singapore�pte.ltd. 200 - 200

14 Dahua�technology�uk�limited 2,000 - 2,000

15 Dahua��Technology�Poland��sp.zo.o. 2,000 - 2,000

16 Dahua��technology�hungary�kft 2,000 - 2,000

17

Dahua� technology� brasil� comercio� serv� em�

seguranca�eletronica�ltda

2,000 - 2,000

18 Dahua�technology��middle�east�fze 1,000 - 1,000

19 Dahua�technology�perú s.a.c 4,000 - 4,000

20 Dahua�technology�rus�limited 3,000 - 3,000

21 Dahua�technology�australia�pty�ltd 500 - 500

22

Dahua� technology� south� africa� proprietary�

limited

500 - 500

23 Dahua�technology�canada�inc. 1,000 - 1,000

24

Dahua� guvenlik� teknolojileri� sanayi� ve� ticaret�

anonim�sirketi

1,000 - 1,000

25 Dahua�Technology�SRB�d.o.o. 100 - 100

26 Dahua�technology�bulgaria�eood 100 - 100

27 Dahua�iberia,�s.l.(u.) 100 - 100

28 Dahua�security�malaysia�sdn.�Bhd. 100 - 100

29 Dahua�technology�kazakhstan�llp 100 - 100

30 Pt�dahua�vision�technology�indonesia 100 - 100

31 Dahua�technology�korea�company�limited 100 - 100

32 Dahua�technology�s.r.l. 100 - 100

33 Dahua�technology�France�SAS 200 50 250

34 Dahua�technology�new�zealand�limited 100 - 100

35 Dahua�Technology�gmbh 100 - 100

36 Dahua�technology�colombia�s.a.s. 2,000 - 2,000

37 Dahua�technology�panama�s.a. 100 - 100

38 Dahua�technology�chile�spa 100 - 100

39

Dahua� technology� tunisia�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100 - 100

40 Dahua�technology�kenya�limited 100 - 100

41 Dahua�technology�morocco�sarl 100 - 100

42 Dahua�argentina�s.a. 100 - 100

43 Dahua�Technology�Czech�s.r.o. 100 - 100

44 Dahua�Technology�Denmark�aps 100 - 100

45 Dahua�technology�netherlands�b.v. 100 - 100

46 Dahua�technology�italy�s.r.l 100 - 100

47 Lorex�technology�inc 2,000 - 2,000

48 Lorex�corporation 2,000 - 2,000

合计 1,226,400 540,050 1,766,450

注：以上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等提供担保的期限均为 5年。

被担保的控股子公司浙江华创视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创视讯” ）、浙江华睿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睿科技” ）、浙江大华安防联网运营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

营公司” ）、杭州华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橙网络” ）是公司与宁波华煜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公司核心员工创投持股合伙企业）共同投资组建，属于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

形成的控股子公司；浙江华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飞智能” ）、杭州小华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小华科技” ）、浙江大华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安公司” ）、杭

州檀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檀木科技” ）、无锡大华锐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

锡锐频” ）、浙江华消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消科技” ）、浙江大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大华投资” ）、浙江大华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机器人公司” ）、浙江

大华存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华存储” ）、浙江大华汽车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汽车技术” ）均属于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形成的控股子公司，上述担保构成关联交易。

以上担保额度是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根据各自生产经营需要的测算，公司管理层可根

据实际经营情况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对各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金额进行调剂，相关担保事项以正

式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此次担保事项经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担保额度自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之日至 2020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前有效， 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

书面授权的代表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组织实施并签署相关协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法定代表

人 /执行

董事

经营范围

1

浙江大华科技有限

公司

64,681万

元人民币

傅利泉

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 （不含固定

网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凭许可证经

营）。 计算机软件的开发、销售及技术服务，安防设备

的设计、开发、生产、销售，电子产品及通讯产品的设

计、开发、安装及销售，电子网络产品的开发、系统集

成与销售，电子产品工程的设计、安装，电线电缆、五

金配件的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照明器具的设计、

技术开发、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

浙江大华智联有限

公司

11,1000

万人民币

傅利泉

电子产品及其辅助设备的生产、销售；计算机软件、电

子产品、通讯产品、数字安防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成果转让；自有房屋租赁；餐饮服务；货

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

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3

浙江大华系统工程

有限公司

50,000万

元人民币

李智杰

计算机软件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及技术

成果转让，电子产品、通讯产品、煤矿安全电子设备、

防爆电器产品、电力系统自动化设备的开发、生产、安

装及销售，计算机系统集成领域、自动化控制领域、建

筑智能化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及工程设计与施工， 电力系统自动化工程的设计、施

工、安装，办公设备、教学仪器及教学设备的销售与安

装服务，合同能源管理，照明器具、灯具的设计、技术

开发、销售，照明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的设计、施

工、安装、养护，LED 显示屏安装，钢结构工程的施

工、安装，经营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

大华技术 （香港）

有限公司

60862.87

万元人民

币

陈海勇、陈

建峰

The�company�has�the�capacity�and�the�rights,�powers�and�

privileges�of�a�natural�person,�which�includes�but�without�

limitation� to: � production, � installation, � marketing, �

purchase,�sale,�import,�export,�distribution,�maintenance�

and�after-sales�services�of�all�kind�of�products, �especially�

security�products�and�any�other�business�ancillary�thereto.

5

广西大华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6,680万

元人民币

苏胜林

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及销售、维护，通信设备、

其他电子产品及辅助设备的销售和维护，信息系统集

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数

字内容服务，集成电路设计，安防设备、计算机及通讯

设备租赁，网络系统工程、电子与智能化工程、安全防

范工程、通信工程、城市地下管网工程设计、施工；工

程技术咨询服务；电气、管道和设备安装，装饰装修工

程设计、施工。

6

浙江大华金智科技

有限公司

6,000万

元人民币

江小来

计算机软硬件、网络技术的技术开发、销售、技术服

务；计算机及外围设备、通信设备、电子产品及配件

（不含电子出版物和卫星接收设备） 研究、 销售、维

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数据处理及储

存服务；集成电路设计；安防设备、计算机及通讯设备

租赁（不含融资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

西安大华智联技术

有限公司

10,000万

元人民币

傅利泉

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通讯产品、数字安防产品的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及销售；电子设备安

装；电子工程、智能系统工程的设计、施工及维护；货

物与技术的进出口经营（国家限制、禁止和须经审批

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自有房屋租赁。

8

成都大华智安信息

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0,000万

元人民币

傅利泉

计算机软件、电子产品、通讯产品、数字安防产品的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及销售；电子设备安装；

电子工程、智能系统工程设计、施工；货物进出口；自

有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

浙江华飞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

5,000万

元人民币

傅利泉

智能无人机产品、智能机器人产品、电子产品、通讯产

品的设计、研发、安装，飞行器、智能机器人、电子产

品、通讯产品的生产，智能产品、电子产品、通讯产品

的销售，培训服务（不含办班培训），计算机软件的开

发、服务、销售，网络技术的开发、系统集成，电子产品

工程的设计、安装，从事进出口业务。

10

浙江华创视讯科技

有限公司

5,000万

元人民币

应勇

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

开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

及辅助设备零售； 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通

信设备制造；通讯设备批发；通信设备零售；电子产品

销售；移动通信设备销售；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互

联网设备制造；互联网设备销售；网络设备制造；网络

设备销售；云计算设备制造；云计算设备销售；物联网

设备制造；物联网设备销售；数字家庭产品制造；电子

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批发；安防设备制造；音响设

备制造； 广播电视设备制造 （不含广播电视传输设

备）；家用视听设备零售；音响设备销售；信息系统集

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1

浙江华睿科技有限

公司

5000万元

人民币

傅利泉

工业相机、配套镜头、自动化检测设备、自动化生产设

备的生产，计算机软件的开发、技术服务、销售，电子

产品、通讯产品的设计、开发、安装及销售，网络产品

的开发、 系统集成与销售， 电子产品工程的设计、安

装，智能化产品的设计、开发及销售，从事进出口业

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12

浙江大华安防联网

运营服务有限公司

10,000万

元人民币

吴云龙

保安服务（在有效的《保安服务许可证》范围内经

营）， 计算机安全防范网络系统集成及运营服务，计

算机软件的设计、开发、销售及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

安全防范智能工程的设计、安装、维修服务，安防器

材、消防器材、电子产品的销售、信息咨询、技术服务，

设备租赁， 消防安全远程监控系统建设及运营服务，

物业管理，培训服务（不含办班培训）。

13

杭州小华科技有限

公司

1,000万

元人民币

黄祖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成果转让：电子产品、

通讯设备、计算机系统集成、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网

络技术；销售：电子产品、通讯设备、智能家居系统；承

接：计算机网络工程；生产：智能家居产品、家用电器、

开关；销售自产产品；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

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14

浙江大华保安服务

有限公司

1,200万

元人民币

吴云龙

许可经营项目：保安服务（范围详见《保安服务许可

证》） 一般经营项目：计算机安全防范网络系统集成

及运营服务，安防工程的设计、安装及维护服务，计算

机系统集成，安全防范技术的咨询服务，计算机软硬

件的技术开发，安防器材、消防器材、电子产品的销

售，物业管理，培训服务。（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

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15

杭州檀木科技有限

公司

1,000万

元人民币

魏美钟

一般经营项目：服务：软件开发及维护，计算机系统集

成，电子产品、通讯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

咨询，承接计算机网络工程、安全防范设备工程、智能

家居设备工程（涉及资质证凭证经营）；批发、零售：

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通讯设备（除专控）

16

杭州华橙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5,000万

元人民币

应勇

生产：育人机器人、母婴看护器、智能家居类产品、摄

像机产品；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

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信息技术、计算机软硬件、通

讯设备、智能电子产品、计算机系统集成、云储存及云

计算技术、手机软件、数码产品、网络高清播放器；销

售：智能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通讯设备、手机软

件、数码产品、网络高清播放器、云储存及云计算产

品；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

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7

无锡大华锐频科技

有限公司

5,000万

元人民币

沈惠良

无线收发设备、交通智能化设备、智能终端设备、电子

产品、软件、通信设备（不含卫星广播电视地面接受

设备及发射装置）的技术开发、设计、销售、安装、技

术咨询及技术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数据处理；交

通智能化工程的设计、施工；电气信号设备装置的生

产、加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18

浙江华消科技有限

公司

5,000 万

元人民币

陈建峰

计算机软件、通信技术、物联网技术、电子产品、特殊

作业机器人、社会公共安全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消防产品、社会公共安全设备、通讯产

品、检测仪器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汽车的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19

浙江大华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100,000

万元人民

币

傅利泉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及咨询（除证券和期货），受托企

业资产管理，企业管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

浙江大华机器人技

术有限公司

13000万

元人民币

傅利泉

机器人、自动化装备与相关软件的开发、安装服务及

销售；工业自动化系统的研发、安装、技术服务及销

售；计算机软硬件及网络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21

浙江大华存储科技

有限公司

5000万元

人民币

傅利泉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

设备制造；软件开发；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信息

技术咨询服务；电子元器件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集成

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其他电子器件制造；数据处理

和存储支持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 技术进出

口；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

22

浙江大华汽车技术

有限公司

15000万

元人民币

傅利泉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开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

造；汽车及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通用设备制

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计算机

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 电工机械专用设备制造；发

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

器件制造；电动机制造；电池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

造；导航终端制造；其他专用仪器制造；新能源汽车电

附件销售；轨道交通专用设备、关键系统及部件销售；

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许可项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下转 B12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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