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 B126版）

23

浙江丰视科技有限

公司

1000万人

民币

傅利泉

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技术服务，销售；电子产品、通

讯产品技术开发，设计，生产，安装，销售；计算机系统

集成；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

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

可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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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Dahua� Technology�

USA�Inc.

600,000

美元

傅利泉

Wholesale-Security� Camera, � Storage� Devices� and�

Accessories

25 Dahua�Europe�B.V.

200,000

欧元

赵宇宁、沈

越

SBI-code:�6201-Writing,�producing�and�publishing�of�

software; � SBI-code: � 4651-Wholesale� of� computers, �

peripheral� equipment� and� software. � For� further�

information�on�activities,�see�Dutch�extract.

26

Dahua� Technology�

Singapore�Pte.Ltd.

22万美元 傅利泉

RETAIL� SALE� OF� SECURITY� AND�

FIRE-FIGHTING� EQUIPMENT；WHOLESALE�OF�

SECURITY�AND�FIRE-FIGHTING�EQUIPMENT

27

Dahua� Technology�

UK�Limited

100,000

英镑

傅利泉 80200�-�Security�systems�service�activities

28

Dahua�� Technology�

Poland��sp.zo.o.

220 万 波

兰兹罗提

傅利泉

光学仪器及摄影器材的制造; �其它电器设备的制造;�

电子安装技术； 计算机、计算机周边设备和软件的批

发;�电子和电信设备与零件的批发;�机床批发;�其他

机械设备的批发;�非专门商店的其他零售;�专门商店

的计算机、周边设备和软件的零售;�专门商店的电信

设备的零售;�专门商店的音频和视频设备的零售;�专

门商店的其他新产品的零售;�通过邮购商行和因特网

进行的零售;�仓储;�其他出版活动;�其他软件出版;�卫

星通信活动;�其他电信活动;�计算机编程活动;�计算

机咨询活动;�计算机设备管理活动;�其他信息技术和

计算机服务活动;�数据处理、托管及相关活动;�门户

网站;�总公司的活动;�工程活动及相关技术咨询;�技

术测试和分析;�广告;�市场研究和民意调查;�专门的

设计活动;�其他专业的、科学的技术活动;�办公机械

和设备（包括计算机）的租赁;�知识产权及类似产品，

除版权作品的租赁;�安全系统服务活动;�综合办公室

行政服务活动;�复印、文件准备和其他专业化办公支

持活动; �呼叫中心的活动; �其他商业支持服务活动;�

计算机及周边设备的修理;�通信设备的维修;�消费类

电子产品的维修;

29

Dahua�� Technology�

Hungary�kft

303 百 万

福林

王锋

安防设备、电子产品和软件的销售、安装、仓储、售后

服务、维修及配件装配、培训服务，项目招投标，经营

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0

Dahua� Technology�

India� Private�

Limited

234,000,

000卢比

程林文、谢

宇

1. �To�carry�on� the�business� as�designers, � developers, �

buyers, �sellers, �importers, �exporters�and�dealers�in�all�

kinds� of� Video� Surveillance� products� including� all�

electronic� products� used� for� surveillance� and� to�

undertake�the�business�of�system�and�network�integration�

and�development,�technical�support�services,�networking�

and�electronic�media�in�India�and�abroad.

2. � To� carry� on� the� business� of� consultancy� and�

advise�in�designing,�developing,�installing,�warehousing,�

implementing, �operating�all�kinds�of�Video�Surveillance�

including� all� related� electronic� products� and� rendering�

technical� services, � business� transformation� projects� and�

assistance�for�start-�up, �commencement�and�expansion�

program� relating� to� Video� Surveillance� in� India� and�

abroad. ��3. �To�undertake�research�and�development�in�

the� field� of� Video� Surveillance� including� all� related�

electronic�products.

4. � To� undertake� research, � training, � development, �

sales, � installation, � warehousing, � after� sale� services, �

technical�.

31

Dahua� Technology�

Brasil� Comercio�

Serv� em� Seguranca�

Eletronica�Ltda

2,200,000

巴西雷亚

尔

倪亮

安防设备和电子产品的销售、安装、技术咨询、售后服

务和维修

32

Dahua� Technology��

Middle�East�FZE

1,000,000

迪拉姆

赵宇宁 Computer�Software�Trading;�Computer

33

Dahua� Technology�

Mexico�S.A.�DE�C.

V

90,000,

000�墨西

哥比索

傅利泉

安防设备和电子产品的生产、销售、安装、售后服务、

维修、培训及技术支持，经营进出口业务

34

Dahua� Technology�

Perú S.A.C

2,200,000

秘鲁新索

尔

董喆

安防设备和电子产品的销售、安装、仓储、售后服务和

维修，经营进出口业务

35

Dahua� Technology�

RUSLlimited

30,000, �

000�俄罗

斯卢布

赵升波

安防设备和电子产品的销售、安装、仓储，经营进出口

业务

36

Dahua� Technology�

Australia�pty�ltd

150,000

澳元

傅利泉、程

林文、Rui�

Zou

公司章程无正式规定。 总部内部规定：安防设备和电

子产品的生产、销售、安装、售后服务和维修，经营进

出口业务

37

Dahua� Technology�

South� Africa�

proprietary�limited

500 万 南

非兰特

傅利泉、魏

美钟

安防设备和电子产品的销售、安装、仓储，经营进出口

业务

38

Dahua� Technology�

Canada�Inc.

25万加元 傅利泉

安防设备和电子产品的销售、安装、售后服务和维修，

经营进出口业务

39

Dahua� Guvenlik�

Teknolojileri� Sanayi�

VE�Ticaret�Anonim�

Sirketi

840,000

土耳其里

拉

傅利泉

The�purpose�and�the�subject�of�the�Company; �provided�

that� being� abided� to� the� provisions� of� Turkish�

Commercial�Law, � import� and�export� regimes� in� effect�

and� whole� legislations� and� regulations� relating� to� the�

subject; � are� as� below-mentioned: � a) � To� build� security�

systems�over� all� kinds� of� establishments, � structures� and�

terrains�by� land, � sea�or� air-ground. �b) �To�produce�

softwares� and�programs�connected� to� these� systems, � to�

perform� all�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activities� related�

with� production, � sales, � marketing� and� leasing, �

distributing,�import�and�export�of�the�prepared�softwares�

and�operating�systems�c) �To�perform�all�commercial�and�

industrial� activities� related� with� production, � sales, �

marketing�and�leasing,�distributing,�import�and�export�of�

all�kinds�of� security� systems, � spare� parts� and� accesories�

and�to�have�these�transactions�done. �d) �To�perform�all�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activities� related� with�

production, �sales, �marketing�and�leasing, �distributing,�

import�and�export�of�all�kind

40

Dahua� Technology�

SRB�d.o.o.

23,000,

000�塞尔

维亚第纳

尔

傅利泉、王

锋

安防产品、计算机、计算机周边、电子产品与软件的安

装、销售、仓储、售后服务、维修；金融方面管理、投资

41

Dahua� Technology�

Bulgaria�EOOD

350,000�

保加利亚

列弗

赵宇宁

安防产品、计算机、计算机周边、电子产品与软件的安

装、销售、仓储、售后服务、维修；金融方面管理、投资

42

Dahua� Iberia� S.L.

(U.)

150,000

欧元

傅利泉、沈

越

安防产品、计算机、计算机周边、电子产品与软件的安

装、销售、仓储、售后服务、维修；设立代表处

43

Dahua� Security�

Malaysia� SDN. �

Bhd.

1,000,000

马币

傅利泉、毛

宇欣、

Wong�

Chui�Hung

To� carry� on� the� business� of� manufacturers, � assembly, �

importers, �exporters, �wholesalers, � retailers, �dealers, �

project� an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security�

equipment, � electronic� products, � software� and� hardware�

of� every� description� including� components, � part�

accessories� for� same� and� all� kind� of� electrical� products, �

appliances� and� articles� for� domestic� and� industrial�

purposes; � To� provide� security� equipment� and� related�

services� such� as� engineering� system� implementation, �

installation, �operations� and�maintenance� in� connection�

with� security� systems� and� equipment� including� the�

development� of� hardware� and� software� systems� for�

commercial� application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carry� on� the� business� of� processing� data� storage, �

maintaining� and� distribution� of� data� on� computers� and�

electronic� data� processing� equipment� for� various�

applications; �To�provide�training, �training�facilities�and�

technical� support� in� relation� to� the� abovementioned�

business�of�the�company�and�to�carry�on�any�trade�or�bus

44

Dahua� Technology�

Kazakhstan�LLP

23,000,

000 哈萨

克坚戈

闵倩

安防产品、计算机、计算机周边、电子产品与软件的安

装、销售、仓储、售后服务、维修、经营进出口等

45

Pt� dahua� vision�

technology�

indonesia

2,600,

000,000

印尼卢比

傅利泉、陈

新

the�Company�may�carry�out�the�business�activities�in�the�

field� of� large� trading� as� importer� of� security� and�

protection� products; � as� well� as� after� sales� services� of�

security�and�protection�products.

46

Dahua� Technology�

Korea� Company�

Limited

1,000,

000,000

韩元

傅利泉 /

47

Dahua� Technology�

S.R.L.

1,000,000

列依

傅利泉

安防产品、计算机、计算机周边、电子产品与软件的安

装、销售、仓储、售后服务、维修；金融方面管理、投资

48

Dahua� Technology�

France�SAS

100,000

欧元

傅利泉

安防产品、计算机、计算机周边、电子产品与软件的安

装、销售、仓储、售后服务、维修；设立代表处

49 Dahua�Vision�LLc

3,200,

000,000

乌兹别克

斯坦索姆

赵思远

安防设备、电子产品和软件的研发、组装生产、销售、

项目、安装、仓储、售后服务、维修及配件装配，经营进

出口业务等

50

Dahua� Technology�

New� Zealand�

Limited

300,000

新西兰元

程林文 无限制

51

Dahua� Technology�

Gmbh

15万欧元

赵宇宁、沈

越

安防产品、计算机、计算机周边、电子产品与软件的安

装、销售、仓储、售后服务、维修；设立代表处

52

Dahua� Technology�

Colombia�S.A.S.

2,176,

326,300

哥伦比亚

比索

吴超

安防设备和电子产品的销售、安装、售后服务和维修，

经营进出口业务

53

Dahua� Technology�

Panama�S.A.

10,000 美

元

傅利泉、赵

宇宁、周灵

安防设备和电子产品的销售、安装、售后服务和维修，

经营进出口业务

54

Dahua� Technology�

Chile�SPA

360,000,

000 智利

比索

钱宏铭

安防设备和电子产品的销售、安装、仓储、售后服务和

维修，经营进出口业务

55

Dahua� Technology�

Tunisia� Limited�

Liability�Company

89,000

美元

屠义忠

The�maintenance� and� installation�of� equipment's� and� all�

other�related�activities.

56

Dahua� Technology�

Kenya�Limited

1500万肯

尼亚先令

傅利泉

安防设备、电子产品和软件的销售、安装、仓储、售后

服务和维修，经营进出口业务，项目投标，工程安装。

57

Dahua� Technology�

China(PVT)�Ltd.

48,000,

000卢比

程林文

The�primary�objects�of� the�Company� shall�be� the� sales, �

marketing,�warehousing,�after�sales�services,�maintaining�

of�security�products, �network�communication�products�

and�software,�construction�..

58

Dahua� Technology�

Pakistan� (Private) �

Limited

20,000,

000 巴基

斯坦卢比

傅利泉、赵

宇宁

1.To�carry�on�the�business�of�assembling,�manufacturing,�

trading� (including�import�and�export), �researching�and�

development,�project�installation,�warehousing,�after-sale�

services, � maintenance� and� accessory-assembly� of�

surveillance� products, � security� equipment, � electronic�

devices�and�software.

2.Except�for�the�businesses�mentioned�in�sub-clause

3.hereunder, � the�Company� shall� engage� in� all� the�

lawful� businesses� and� shall� be� authorized� to� take� all�

necessary�steps�and�to�do�all�such�other�things�and�acts�in�

connection�therewith�and�ancillary�thereto�as�may�appear�

to� be� incidental� or� conducive� to� the� attainment� of� the�

above�objects.

4.Notwithstanding� anything� contained� in� the�

foregoing� sub� clauses� of� this� clause� nothing� contained�

herein� shall� be� construed� as� empowering� the�Company�

to� undertake� or� indulge, �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n� the�

business�of�a�Banking�Company, �Non-banking�finance�

Company�(Mutual�Fund,�Leasing,�Investment�Company,�

Investment�Advisor,�Real�Estate

59

Dahua� Technology�

Morocco�SARL

500,000

道拉姆

傅利泉

Managing� industrial, � commercial� and� agricultural�

operations�of�civilian�or�military�service,�Consultation�of�

Management.

60

Dahua�Argentina� S.

A.

100,000

阿根廷比

索

张莹雯

安防设备和电子产品的销售、安装、售后服务和维修，

经营进出口业务

61

Dahua� Technology�

Czech�s.r.o.

5,400,000

捷克克朗

傅利泉

Manufacture,�trade�and�services�not�listed�in�Schedules�1�

through�3�of�the�Trade�Licensing�Act

62

Dahua� Technology�

Denmark�ApS

1,500,000

丹麦克朗

傅利泉

安防产品、计算机、计算机周边、电子产品与软件的安

装、销售、仓储、售后服务、维修；设立代表处

63

Dahua� Technology�

Netherlands�B.V.

10,000�欧

元

赵宇宁、沈

越

Research�and�development, �manufacturing,�developing,�

selling, � assembling� of� surveillance� products� and�

components,�surveillance�equipment,�electronic�products�

and� associated� equipment� and� sottware; � provision� of�

installation� services, � project� services, � warehousing�

services, � after� sales� services, � training� services, �

maintenance, � the� replacement� and� the� assemblage� of�

products� and�accessories, � as�well� as� to� perform� import�

and�export�activities.

64

Dahua� Technology�

(Thailand)�Co.,�Ltd.

25,000,

000.00�泰

铢

傅利泉、蔡

路杰

(1) �The�procurement�and�wholesale�trading�of�products,�

raw� materials� and� parts� for� various� industries� such� as�

electric� appliances� and� electronics� for� the� purpose� of�

domestic�wholesale�and�export.�(2)�To�provide�after�sale�

service�such�as�installation, �maintenance, �assembly�and�

accessory� assembly� of� surveillance� product, � security�

equipment,�electronic�device�and�software�etc.

65

Dahua� Technology�

Italy�S.r.l

12,000欧

元

傅利泉、沈

越

il�commercio�all'ingrosso�ed�al�dettaglio,�l'importazione�e�

l'esportazione�di�dispositivi�di�sicurezza�e�videocontrollo;�

-�il�commercio�all'ingrosso�ed�al�dettaglio,�l'importazione�

e�l'esportazione�di�materiali�ed�apparecchiature�elettriche,�

elettroniche�ed�elettromeccaniche; �sistemi� informatici�e�

telematici, �sistemi�di� trasmissione�via�etere, � telefonici, �

cavo�e�relativi�impianti�di�ricezione�e�trasmissione; �-�la�

progettazione, � la� costruzione, � la� produzione� e�

l'assemblaggio� di� componenti� elettrici� ed� elettronici� per�

impianti� e� sistemi� elettro-strumentali� di� telecontrollo� e�

sicurezza;�-�la�progettazione,�costruzione�e�assemblaggio�

di� dispositivi� di� domotica, � antintrusione, �

videosorveglianza, � controllo� accessi, � antincendio� e�

rilevazione� incendio, � sistemi� audio�e� audio-integrati� e�

sicurezza� elettronica� in� generale; � -� il� commercio�

all'ingrosso�e�al�dettaglio,�importazione�ed�esportazione�di�

dispositive� di� domotica, � antintrusione, �

video-sorveglianza� controllo� accessi, � antincendio� e�

rilevazi

66

Lorex� Technology�

Inc

10,000,

000.10美

元

傅利泉 无限制

67 Lorex�Corporation

5,000,

000.10美

元

傅利泉 合法的业务

2、被担保人与本公司的关系

被担保人为公司的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具体持股情况如下表：

序号 全资 /控股子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1 浙江大华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持有：100%

2 浙江大华智联有限公司 公司持有：78%；国家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持有：22%

3 浙江大华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持有：100%

4 大华技术（香港）有限公司 公司持有：100%

5 广西大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持有：100%

6 浙江大华金智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持有：100%

7 西安大华智联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持有：100%

8

成都大华智安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

公司持有：100%

9 浙江华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持有：45.5%；浙江华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26%；张

辉持有：28.5%

10 浙江华创视讯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持有：51%；宁波华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

有：49%

11 浙江华睿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持有：51%；宁波华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

有：49%

12

浙江大华安防联网运营服务有限公

司

公司持有：51%；宁波华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

有：49%

13 杭州小华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持有：45%；浙江华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22%；黄祖

衡持有：30%；李伟强持有：2%；左鹏飞持有：1%

14 浙江大华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大华安防联网运营服务有限公司持有：

100%

15 杭州檀木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持有：51%；浙江华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27.5%；杨

丰持有：12%；魏美钟持有：7%；张国权持有：2.5%

16 杭州华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持有：51%；宁波华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

有：49%

17 无锡大华锐频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持有：51%；浙江华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49%

18 浙江华消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持有：51%；浙江华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49%

19 浙江大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持有：75%；浙江华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25%

20 浙江大华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持有：51%；浙江华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49%

21 浙江大华存储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持有：51%；宁波华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

有：30%；宁波华淩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19%

22 浙江大华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持有：51%；宁波华淩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

有：14%；浙江零跑科技有限公司持有：20%；宁波华汽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14%

23 浙江丰视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持有：100%

24 Dahua�technology�usa�inc. 公司全资子公司 Dahua�Technology�(HK)�Limited:�100%

25 Dahua�europe�b.v. 公司全资子公司 Dahua�Technology�(HK)�Limited:�100%

26 Dahua�technology�singapore�pte.ltd. 公司全资子公司 Dahua�Technology�(HK)�Limited:�100%

27 Dahua�technology�uk�limited 公司孙公司 Dahua�Europe�B.V.�Limited:�100%

28 Dahua��Technology�Poland��sp.zo.o.

公司全资子公司 Dahua�Technology�(HK)�Limited:0.005%；公

司孙公司 Dahua�Europe�B.V.:99.995%

29 Dahua��technology�hungary�kft 公司孙公司 Dahua�Europe�B.V.:�100%

30

Dahua� technology� india� private�

limited

公司孙公司 Dahua�Technology�Singapore�Pte.Ltd.:99%�;Dahua�

Europe�B.V.:1%

31

Dahua� technology� brasil� comercio�

serv�em�seguranca�eletronica�ltda

公司全资子公司 Dahua�Technology�(HK)�Limited:1%；公司孙

公司 Dahua�Europe�B.V.:99%;

32 Dahua�technology��middle�east�fze 公司全资子公司 Dahua�Technology�(HK)�Limited:100%

33 Dahua�technology�mexico�s.a.�de�c.v

公司全资子公司 Dahua�Technology�(HK)�Limited:99%；公司

孙公司 Dahua�Europe�B.V.:1%

34 Dahua�technology�perú s.a.c

公司全资子公司 Dahua�Technology�(HK)�Limited:1%；公司孙

公司 Dahua�Europe�B.V.:99%;

35 Dahua�technology�rus�limited

公司全资子公司 Dahua�Technology�(HK)�Limited:1%；公司孙

公司 Dahua�Europe�B.V.:99%

36 Dahua�technology�australia�pty�ltd 公司孙公司 Dahua�Europe�B.V.:100%

37

Dahua� technology� south� africa�

proprietary�limited

公司孙公司 Dahua�Europe�B.V.:100%

38 Dahua�technology�canada�inc. 公司孙公司 Dahua�Europe�B.V.:100%

39

Dahua�guvenlik�teknolojileri�sanayi�ve�

ticaret�anonim�sirketi

公司孙公司 Dahua�Europe�B.V.:100%

40 Dahua�Technology�SRB�d.o.o. 公司孙公司 Dahua�Europe�B.V.:100%

41 Dahua�technology�bulgaria�eood 公司孙公司 Dahua�Europe�B.V.:100%

42 Dahua�iberia,�s.l.(u.) 公司孙公司 Dahua�Europe�B.V.:100%

43 Dahua�security�malaysia�sdn.�Bhd.

公司全资子公司 Dahua�Technology�(HK)�Limited:99%;公司

孙公司 Dahua�Europe�B.V.:1%

44 Dahua�technology�kazakhstan�llp 公司孙公司 Dahua�Europe�B.V.:�100%

45 Pt�dahua�vision�technology�indonesia

公司全资子公司 Dahua�Technology�(HK)�Limited:�99.62%

公司孙公司 Dahua�Europe�B.V.:�0.38%

46

Dahua� technology� korea� company�

limited

公司全资子公司 Dahua�Technology�(HK)�Limited:100%

47 Dahua�technology�s.r.l. 公司孙公司 Dahua�Europe�B.V.:�100%

48 Dahua�technology�France�SAS 公司孙公司 Dahua�Europe�B.V.:100%

49 Dahua�vision�LLc

公司孙公司 Dahua�europe�b.v.: �99.99%; 公司全资子公司

Dahua�technology�(hk)�limited:0.01%

50

Dahua� technology� new� zealand�

limited

公司全资子公司 Dahua�Technology�(HK)�Limited：100%

51 Dahua�Technology�gmbh 公司孙公司 Dahua�Europe�B.V.:�100%

52 Dahua�technology�colombia�s.a.s. 公司孙公司 Dahua�Europe�B.V.:�100%

53 Dahua�technology�panama�s.a. 公司孙公司 Dahua�Europe�B.V.:�100%

54 Dahua�technology�chile�spa 公司全资子公司 Dahua�Technology�(HK)�Limited:�100%

55

Dahua� technology� tunisia� limited�

liability�company

公司全资子公司 Dahua�Technology�(HK)�Limited：0.11%;公

司孙公司 Dahua�Europe�B.V.：99.89%

56 Dahua�technology�kenya�limited 公司孙公司 Dahua�Europe�B.V.:�100%

57 Dahua�technology�china(pvt)�ltd 公司孙公司 Dahua�Europe�B.V.:�100%

58

Dahua�technology�pakistan� (private) �

limited

公司孙公司 Dahua�Technology�Middle�East�FZE:99.99%;公司

孙公司 Dahua�Europe�B.V.:0.01%

59 Dahua�technology�morocco�sarl

公司全资子公司 Dahua�Technology�(HK)�Limited:�0.01%;公

司孙公司 Dahua�Europe�B.V.:99.99%

60 Dahua�argentina�s.a.

公司全资子公司 Dahua�Technology�(HK)�Limited:10%;公司

孙公司 Dahua�Europe�B.V.:�90%

61 Dahua�Technology�Czech�s.r.o. 公司孙公司 Dahua�Europe�B.V.:�100%

62 Dahua�Technology�Denmark�aps 公司孙公司 Dahua�Europe�B.V.:�100%

63 Dahua�technology�netherlands�b.v. 公司孙公司 Dahua�Europe�B.V.:�100%

64 Dahua�technology�(thailand)�co.,�ltd.

DAHUA�TECHNOLOGY�(HK)�LIMITED:�49990�蔡路杰:�5�

周治:�5

65 Dahua�technology�italy�s.r.l 公司孙公司 Dahua�Europe�B.V.:�100%

66 Lorex�technology�inc 公司孙公司 Dahua�Europe�B.V.:�100%

67 Lorex�corporation 公司孙公司 Dahua�Europe�B.V.:�100%

注：（1）按照约定浙江华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其持有浙江华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 16%表

决权授予公司行使，公司实际持有浙江华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61.50%的表决权。

（2） 按照约定浙江华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其持有杭州小华科技有限公司的 12%表决

权授予公司行使，公司实际持有杭州小华科技有限公司 57%的表决权。

3、被担保人的主要财务状况

（1）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被担保人的主要财务状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被担保公司名称 总资产 净资产 资产负债率

1 浙江大华科技有限公司 19,432,170,277.25 1,307,306,264.44 93.27%

2 浙江大华智联有限公司 7,083,937,248.26 966,323,783.94 86.36%

3 浙江大华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4,497,816,474.26 1,284,863,064.09 71.43%

4 大华技术（香港）有限公司 6,752,167,527.79 598,662,980.31 91.13%

5 广西大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744,473,221.78 -252,965,491.16 133.98%

6 浙江大华金智科技有限公司 809,132,574.49 62,852,887.98 92.23%

7 西安大华智联技术有限公司 162,965,917.25 59,856,428.64 63.27%

8 浙江华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85,412,287.53 37,109,247.98 56.55%

9 浙江华创视讯科技有限公司 222,149,023.30 197,681,373.20 11.01%

10 浙江华睿科技有限公司 196,126,752.70 75,527,436.52 61.49%

11 浙江大华安防联网运营服务有限公司 148,087,840.99 92,980,089.56 37.21%

12 杭州小华科技有限公司 23,969,243.56 6,569,330.90 72.59%

13 浙江大华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115,894,955.83 28,180,302.74 75.68%

14 杭州檀木科技有限公司 27,212,024.38 14,751,550.70 45.79%

15 杭州华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412,054,559.17 65,422,808.71 84.12%

16 无锡大华锐频科技有限公司 12,475,324.10 10,022,519.95 19.66%

17 浙江华消科技有限公司 17,894,363.15 -4,014,182.49 122.43%

18 浙江大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8,749,072.30 68,524,515.09 0.33%

19 浙江大华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55,098,240.12 23,967,200.54 56.50%

20 Dahua�technology�usa�inc. 274,428,879.25 -233,695,035.29 185.16%

21 Dahua�europe�b.v. 1,288,490,121.01 407,684,315.87 68.36%

22 Dahua�technology�singapore�pte.ltd. 27,075,327.97 -6,927,440.76 125.59%

23 Dahua�technology�uk�limited 45,204,343.52 -61,171,271.90 235.32%

24 Dahua��Technology�Poland��sp.zo.o. 246,724,345.02 11,017,123.59 95.53%

25 Dahua��technology�hungary�kft 28,879,483.65 6,175,837.16 78.62%

26 Dahua�technology�india�private�limited 25,965,880.21 18,601,911.58 28.36%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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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guranca�eletronica�ltda

62,909,185.89 -16,733,625.11 126.60%

28 Dahua�technology��middle�east�fze 274,238,511.82 -16,752,711.93 106.11%

29 Dahua�technology�mexico�s.a.�de�c.v 200,522,141.21 60,366,333.24 69.90%

30 Dahua�technology�perú s.a.c 22,382,974.99 -652,893.73 102.92%

31 Dahua�technology�rus�limited 81,391,033.02 -14,562,070.20 117.89%

32 Dahua�technology�australia�pty�ltd 54,775,532.48 -16,536,291.74 130.19%

33

Dahua� technology� south� africa� proprietary�

limited

105,041,270.48 453,896.61 99.57%

34 Dahua�technology�canada�inc. 47,141,765.10 -2,553,171.50 105.42%

35

Dahua� guvenlik� teknolojileri� sanayi� ve�

ticaret�anonim�sirketi

123,181,962.87 -13,036,147.65 110.58%

36 Dahua�Technology�SRB�d.o.o. 38,430,671.77 632,658.05 98.35%

37 Dahua�technology�bulgaria�eood 5,551,506.62 -1,789,903.26 132.24%

38 Dahua�iberia,�s.l.(u.) 10,488,138.10 -21,801,467.20 307.87%

39 Dahua�security�malaysia�sdn.�Bhd. 5,101,841.46 8,243.55 99.84%

40 Dahua�technology�kazakhstan�llp 5,142,111.99 -3,250,268.87 163.21%

41 Pt�dahua�vision�technology�indonesia 1,009,992.03 -6,205,916.19 714.45%

42 Dahua�technology�korea�company�limited 24,803,854.85 607,292.85 97.55%

43 Dahua�technology�s.r.l. 1,919,479.62 -5,076,135.24 364.45%

44 Dahua�technology�France�SAS 15,206,280.27 -17,032,850.50 212.01%

45 Dahua�vision�LLc 2,254,701.97 1,563,829.62 30.64%

46 Dahua�technology�new�zealand�limited 580,659.10 -1,814,022.14 412.41%

47 Dahua�Technology�gmbh 15,292,798.14 -3,977,765.26 126.01%

48 Dahua�technology�colombia�s.a.s. 17,953,565.62 2,918,703.05 83.74%

49 Dahua�technology�panama�s.a. 887,623.99 -3,773,724.45 525.15%

50 Dahua�technology�chile�spa 15,979,863.04 -8,529,149.60 153.37%

51

Dahua� technology� tunisia�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2,830,311.88 -746,571.03 126.38%

52 Dahua�technology�kenya�limited 2,714,493.93 -547,161.18 120.16%

53 Dahua�technology�china(pvt)�ltd 1,666,581.24 1,660,704.07 0.35%

54 Dahua�technology�pakistan�(private)�limited 931,215.29 900,910.64 3.25%

55 Dahua�technology�morocco�sarl 1,235,484.23 -827,932.48 167.01%

56 Dahua�argentina�s.a. 20,409,333.93 -6,217,840.09 130.47%

57 Dahua�Technology�Czech�s.r.o. 7,129,657.24 -15,448,988.50 316.69%

58 Dahua�Technology�Denmark�aps 7,799,085.13 -538,790.00 106.91%

59 Dahua�technology�netherlands�b.v. 15,842,543.55 938,513.62 94.08%

60 Dahua�technology�(thailand)�co.,�ltd. 2,542,259.19 1,572,441.08 38.15%

61 Dahua�technology�italy�s.r.l 266,844,036.53 43,917,621.58 83.54%

62 Lorex�technology�inc 783,533,739.20 -67,089,537.78 108.56%

63 Lorex�corporation 977,193,804.36 -217,419,881.35 122.25%

64 成都大华智安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 - -

65 浙江大华存储科技有限公司 - - -

66 浙江大华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 - -

注：成都大华智安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浙江大华存储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大华汽车技

术有限公司为新设立公司，尚未开展经营活动。

三、担保事项具体情况

公司将为控股子公司向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或其他商定的融资方式

提供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1,430,8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向供应商采购付款、销售合同履约等

日常经营业务提供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545,05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

上述担保的担保期间，将根据各个被担保子公司实际订立的融资、担保合同中的具体条款而

确定，本次将通过的担保额度包含本议案审议通过之前已发生且截至本议案生效之日尚未解

除担保义务（即担保合同仍处于有效期内）的担保额度。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此次事项是确定年度担保的总体安排，《担保协议》主要内容由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与银行或其他方共同协商确定。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主要是为其正常运营的资金需求和业务发

展提供资金保证，有助于帮助其减少融资成本和费用，进一步提升其经济效益，符合公司的整

体发展战略。 上述子公司经营正常，资信良好，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

范围之内，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

相违背的情况。 董事会认为此次担保符合公司和广大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的影

响。

被担保的控股子公司华创视讯、华睿科技、运营公司、华橙网络是公司与宁波华煜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以下简称“宁波华煜” ，为公司核心员工创投持股合伙企业）共同投资组建，保

安公司为运营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属于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形成的控股子公司；华飞智能、

小华科技、檀木科技、无锡锐频、华消科技、大华投资、机器人公司由公司和浙江华视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视投资” ）及自然人股东共同投资组建，华视投资系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傅利泉及其配偶陈爱玲控制的法人，魏美钟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左鹏飞为公司

监事，为公司关联自然人，其他少数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大华存储由公司和宁波华固

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华固” ）、宁波华淩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宁波华淩” ） 同投资组建，宁波华固系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傅利泉及其

配偶陈爱玲控制的法人，陈爱玲为宁波华淩的普通合伙人；汽车技术由公司和浙江零跑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零跑科技” ）、宁波华淩、宁波华汽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宁波华汽” ）同投资组建，傅利泉、朱江明担任零跑科技董事，陈爱玲为宁波华汽普通

合伙人；上述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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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华煜、华视投资、宁波华固、宁波华淩、零跑科技、宁波华汽、魏美钟、左鹏飞及其少数股东

未按其持股比例向被担保公司提供相应担保。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事前认可，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提

供担保主要是为其正常运营的资金需求和业务发展提供资金保证，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提供担保风险可控，符合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公司内部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我们同意此次担保事项，并同意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提请批准的对外担保总额度为人民币 1,975,850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末经审计总资

产的 66.8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的担保金额为 807,296.65万元，

占公司 2019年末经审计总资产的 27.31%，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51.61%，全部为对

子公司的担保。 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

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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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国债逆回购投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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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概况

1、投资目的：合理利用闲置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2、投资额度：投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亿元。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循环使用。

3、投资品种：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符合条件的品种。

4、投资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 2020年年度董事会召开之日为止。

5、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6、决策程序：该项投资的投资额度在董事会决策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对

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规定的风险投

资行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债券交易实施细则》，债券质押式回购交易是指，债券持有人在将

债券质押并将相应债券以标准券折算比率计算出的标准券数量为融资额度向交易对手方进

行质押融资的同时，交易双方约定在回购期满后返还资金和解除质押的交易。 其中，质押债券

取得资金的交易参与人为融资方（正回购方），其对手方为融券方（逆回购方），标准券是指

可用于回购质押的债券品种按标准券折算率折算形成的、可用于融资的额度。 标准券折算率，

是指各债券现券品种所能折成的标准券金额与债券面值之比。

二、投资的收益、风险与内部控制措施

1、国债逆回购投资收益

由于国债逆回购利率远高于同期银行活期存款利率， 国债逆回购投资具有明显的收益

性。

2、国债逆回购投资风险

公司进行国债逆回购相当于按照约定的利率，将资金出借给国债持有人（即融资方），对

方将国债抵押给交易所，由交易所撮合成交，成交后公司不承担国债价格波动的风险，投资收

益在成交时即已确定，因此交易不存在市场风险。 交易到期后系统将自动返还资金，如交易对

方（融资方）到期无法归还资金，结算公司会先垫付资金，然后通过罚款和处理质押国债等方

式向融资方追诉，因此交易也不存在信用风险。 综上所述，国债逆回购投资不存在资金损失风

险。

3、内部控制措施

（1）公司将结合生产经营、资金使用计划等情况，在授权额度内合理开展国债逆回购投

资，并保证投资资金均为公司自有资金。

（2） 公司财务部为国债逆回购投资的具体经办部门， 财务部负责人为交易的第一责任

人。

（3）公司内审部为国债逆回购投资的监督部门。 内审部负责审查国债逆回购投资业务的

审批情况、实际操作情况、资金使用情况及收益情况等，督促财务部及时进行账务处理，并对

账务处理情况进行核实。 内审部负责人为监督义务的第一责任人。

（4）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

进行审计。

（5）公司证券投资部负责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三、投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进行国债逆回购投资是为了合理利用闲置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目前，国债逆回购交易共有 1、2、3、4、7、14、28、91、182天 9个品种，由于其具有周期短、安

全性高、收益较高的特点，将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投入于国债逆回购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利

用效率，且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 另外，公司也会根据自身实际需求适

时寻求良好的交易时机以及回购品种，保证收益的同时也能保障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

资金不被占用，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及公司生产经营将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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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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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4月 2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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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利用不超过 10亿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有效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公司 2020年年度董事会召开之日为止，有效期内资金可滚动使用，其中任意时

点购买的理财产品余额不得超过董事会授权的总额度，具体如下：

一、投资概况

在不影响正常经营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水平，公司、全

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利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短期银行理财产品。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章制度的要求执行。

1、投资目的

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水平，合理利用闲置自有资金，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

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利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短期银行

理财产品。

2、投资金额

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利用不超过 10 亿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有效

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 2020 年年度董事会召开之日为止， 有效期内资金可

滚动使用，其中任意时点购买的理财产品余额不得超过董事会授权的总额度。

3、投资方式

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短期银行理财产品，风险较低，收

益通常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是公司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提高闲置自有资金使用效率的理

财方式。

4、投资期限根据公司及子公司资金安排情况确定理财阶段，择机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单

一产品最长投资期不超过 12个月（含 12个月）。

5、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拟使用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事项已经公司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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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投资额度隶属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二、资金来源

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为公司的自有闲置资金。

三、实施方式

1、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实行年度总额审批、年内分笔购买的方式。

2、公司每年初对购买银行理财产品需求进行预估，并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

则》等相应规章制度，将相应申请提交公司权属部门审批，审批通过后方可实施。

3、在上述授权投资总额度内，购买任一一笔理财产品均需在购买之前经财务总监批准。

四、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确保日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经充分的预估和

测算，以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低风险的银行理财产品，不会影响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且有利于

提高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收益。

五、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

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购买理财产品为低风险投资品种的理财产品，但金融

市场受宏观经济影响，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受托银行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

公司内审部门对购买理财产品业务进行监督，审查理财业务的审批情况、实际操作情况、

资金使用情况及盈亏情况等，督促财务部及时进行账务处理，并对账务处理情况进行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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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续聘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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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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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续聘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 ）为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

下：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的情况说明

在以往与公司的合作过程中，立信能恪尽职守，严格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勤

勉、尽职，公允合理地发表了独立审计意见，表现了良好的职业操守和业务素质，从专业角度

维护了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 为保证公司审计工作的顺利进行，公司董事会拟聘任立信为

公司 2020 年财务报告进行审计，2020 年审计费用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审计工

作量及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确定其年度审计费用。

二、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信息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 ）由我国会计泰斗潘序伦博士于

1927年在上海创建， 1986年复办，2010年成为全国首家完成改制的特殊普通合伙制会计师

事务所，注册地址为上海市。立信是国际会计网络 BDO 的成员所，长期从事证券服务业务，新

证券法实施前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具有 H 股审计资格，并已向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

委员会（PCAOB）注册登记。 2、人员信息

截至 2019 年末，立信拥有合伙人 216 名、注册会计师 2266 名、从业人员总数 9325 名，首

席合伙人为朱建弟先生。立信的注册会计师和从业人员均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2019年，立信

新增注册会计师 414人，减少注册会计师 387人。

3、业务规模

立信 2018年度业务收入 37.22亿元， 其中审计业务收入 34.34亿元， 证券业务收入 7.06

亿元。 2018年度立信为近 1万家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包括为 569 家上市公司提供年报审计服

务，具有上市公司所在行业审计业务经验。

4、投资者保护能力

截止 2018年底，立信已提取职业风险基金 1.16亿元，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为 10

亿元，相关职业保险能够覆盖因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5、独立性和诚信记录

立信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立信 2017 年受到行政处罚 1 次，2018 年 3 次，2019 年 0 次；2017 年受到行政监管措施 3

次，2018年 5次，2019年 9次，2020年 1-3月 5次。

（二）项目组成员信息

1、人员信息

涉及人员 姓名 执业资质

是否从事过证券服务

业务

从事证券服务业务

的年限

项目合伙人 钟建栋 中国注册会计师 是 16

签字注册会计师 张俊慧 中国注册会计师 是 8

质量控制复核人 蔡畅 中国注册会计师 是 15

（1）项目合伙人：钟建栋

时间 工作单位 职务

2004年 1月至今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合伙人

（2）签字注册会计师：张俊慧

时间 工作单位 职务

2012年 7月至今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高级项目经理

（3）质量控制复核人：蔡畅

时间 工作单位 职务

2005年 10月至今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合伙人

2、项目组成员独立性和诚信记录情况。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和质量控制复核人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

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上述人员过去三年没有不良记录。

（三）审计收费

1、审计费用定价原则

主要基于专业服务所承担的责任和需投入专业技术的程度，综合考虑参与工作员工的经

验和级别相应的收费率以及投入的工作时间等因素定价。

2、审计费用同比变化情况

年度 2019（万元） 2020（万元） 增减%

收费金额 150

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审计工作量及公允

合理的定价原则确定其年度审计费用

-

三、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对立信进行了审查，认为其在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期间，表现

了良好的职业操守和执业水平。 立信在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等方面能够满

足公司对于审计机构的要求，同意向董事会提议续聘立信为公司 2020年度审计机构。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

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 其在担任公司审计机构期间，遵循《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

等相关规定，勤勉尽职，严格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审计准则，公允合理地发表了独立审计意

见。 我们同意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机

构，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经审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在从事公司

审计工作中能恪尽职守，严格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审计准则，出具的各项报告能够客观、真

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为保证公司审计工作的顺利进行，我们认为聘任立信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同意公司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 2020 年度的审计机

构。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0年 4月 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审计

机构。 本次续聘 2020年度审计机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报备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2、审计委员会履职的证明文件；

3、独立董事签署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4、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营业执业证照，主要负责人和监管业务联系人信息和联系方式，

拟负责具体审计业务的签字注册会计师身份证件、执业证照和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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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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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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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 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实际可上市流通的数量为 36,931,560 股， 占目前公司总股本 3,

007,991,230股的 1.23%。

2、本次限制性股票在办理完解锁手续后、上市流通前，公司将发布相关提示性公告，敬请

投资者注意。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华股份”或“公司” ）于 2020年 4月 2日召开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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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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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根据公司《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

订稿）》（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或“本激励计划” ）的规定，公司 2901 名激励对象在第一个

解锁期实际可解锁共计 36,931,560股限制性股票，具体情况如下：

一、 公司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及实施情况

1、2018年 8月 28日，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浙江大华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

意见。

2、2018年 8月 28日，公司召开的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浙江大华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议案。 监事会对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的激励对象人员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下转 B12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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