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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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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共

实现净利润72,382,411.62元，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的净利润为91,936,469.01元，根据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计提法定盈余公积7,452,474.64元，

历年滚存可供分配的利润为1,015,973,175.19元。 

本着既能及时回报股东，又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的原则，拟向公司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

东派发现金红利：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05元（含税），实际分配利润2,184,000.00元，占合并报

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率为2.38%。 

上述利润分配预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大恒科技 600288 G大恒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严宏深 陶冉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3号大恒科技大厦

北座15层 

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3号大

恒科技大厦北座15层 

电话 010-82827855 010-82828098 

电子信箱 600288@dhkj.sina.net taoran@dhxjy.com.cn 

 



二、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998年 12月 14日注册成立，原名新纪元物产股份有限公司，

1999 年 9 月 9 日更名为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0 年 11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 

（一）所处行业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公司相关部门属于“C39计算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4754-2017），公司相关部门所处行

业属于“4040 光学仪器制造”；公司主要业务按行业细分为光机电一体化行业、机器视觉行业、

媒体产业。 

（二）行业发展情况 

1、光机电一体化行业 

光机电一体化又称机械电子学，是将机械技术、电工电子技术、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传

感器技术、接口技术、信号变换技术等多种技术进行有机地结合，并综合应用到实际中去的综合

技术，是诸多高新技术产业和高新技术装备的基础。 

公司主要致力于以激光技术为核心的光机电一体化。薄膜事业部专业从事光学薄膜产品的生

产销售,目前市场发展较好,产品分类繁多,产品主要应于激光加工、医疗生化、分析仪器、图像图

形等行业。光电事业部标准件产品目前行业应用范围较广，超快激光器及应用系统属于发展阶段，

其中基于飞秒激光的太赫兹技术尚处应用探索期间，公司研发的太赫兹光谱仪目前成功应用于危

险品检测研究及无损检测等科研领域，皮秒激光器成功应用于卫星观测站及卫星测距系统中。 

2、机器视觉行业 

目前，国内机器视觉行业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全球市场规模从 2010年的 31.7亿美元增长

至 2020 年的 107 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为 14.47%。从地区分布来看，机器视觉市场规模最大的

为欧洲地区，占全球的 36.4%；北美和亚太地区分别占比为 29.3%、25.3%，南美、中东、非洲地

区的占比为 9.1%。受益于全球制造中心向中国转移，中国机器视觉市场发展迅速，将成为欧洲、

北美和日本外另一个国际机器视觉厂商的重要目标市场。 

公司的机器视觉组团拥有完整的机器视觉核心部件产品线和机器视觉系统集成能力，研发团

队能力较强，自主研发的检测系统软件领先于同行业。 

3、媒体产业 

2021年，疫情对产业发展带来巨大影响，催生了“新型消费方式”的出现，新媒体、短视频、



移动化传播、线上直播等新的传播形态成为了拉动消费、丰富文化生活的重要手段。除媒体产业

外，教育、公安、政企等各行各业的业务发展同样需要先进的传播技术提供支撑，融媒生产发布、

短视频、直播、线上交流互动正在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新的应用。 

中科大洋作为泛媒体产业的知名企业，一直处在行业发展前端，在发展传统广电采编播业务

的同时，大力发展和推动泛媒体产业的应用。 

（三）主营业务 

公司的主营业务包括光机电一体化、信息技术及办公自动化、数字电视网络编辑及播放系统

和半导体元器件四大板块。 

1、光机电一体化 

公司的光机电一体化业务包括光机电业务、光学薄膜业务及照明器具代理销售业务三类。 

（1）光机电业务 

公司的光机电业务主要由下属事业部光电所承揽，主要为研发、生产、销售精密光电科研教

学产品、超快激光器及太赫兹相关应用系统产品等，国内市场主要客户为高校和研究机构，国际

市场主要在北美和欧洲。 

（2）光学薄膜业务 

公司下属事业部光学薄膜中心依靠先进的光学镀膜技术和紫外探测成像技术，研发、生产及

销售涵盖紫外到远红外的光学薄膜产品，产品包括激光切割焊接镜头组、激光保护窗口、滤光元

件、分光元件、反射镜及电晕检测专家系统等，主要应用于激光加工、医疗生化、分析仪器、图

形图像、探测传感等行业。2020 年起，因新冠肺炎疫情快速核酸检测用荧光滤光元件需求较大，

目前已在市场实现较广泛应用。 

（3）照明器具代理销售业务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国大恒下属照明事业部是昕诺飞的专业经销商和华北地区最大的代理商，

该事业部拥有完善的照明销售网络，致力于为用户提供照明方案、产品技术支持、灯具安装调试

和工程售后等全方位服务，曾参与国内多项大型工程建设。 

2、信息技术及办公自动化 

公司的信息技术及办公自动化业务包括机器视觉业务、行业解决方案及系统集成业务。 

（1）机器视觉业务 

公司的机器视觉业务由机器视觉组团承揽，机器视觉组团包括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图

像分公司、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图像事业部、中国大恒控股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有限公司



及其下属子公司青岛恒纺视觉科技、河北天昱恒、中国大恒控股子公司苏州图锐智能科技、苏州

恒视智能科技、深圳恒志、上海昊邦及合营公司潍坊天恒。机器视觉业务包括以下内容： 

①为客户提供包括图像采集卡、图像处理软件、工业数字摄像机和智能摄像机等机器视觉系

统中核心零部件，同时基于不同客户的需求提供机器视觉系统解决方案，提供适用的系统及配套

技术服务，助力客户利用机器视觉技术提升设备自动化、智能化水平，以实现生产效率和良品率

等方面的提升； 

②依托公司相应的设备和技术服务，根据客户的需求提供机器视觉系统检测方案，应用领域

有印刷包装、空瓶、纺织、医药包装、标签、印钞造币、核工业等，主要客户包括烟标包装、药

品包装、标签印刷和医药生产等企业； 

③研发、生产及销售智能检测设备及检测系统，包括 3DSPI（三维印刷版锡膏涂层自动检测）、

2DAOI（二维印刷版焊后自动检测）、3DAOI（三维印刷版焊后自动检测）； 

④为新能源汽车锂电子行业设备制造企业提供基于机器视觉技术的智能检测系统，可在涂布、

辊压、分切、卷绕、组装等阶段提供锂电池 2D/3D 检测系统，并配套自主研发的视觉纠偏闭环执

行系统，为锂电池企业的生产过程打造闭环管控系统，提升产品质量； 

⑤专注于眼科信息化和眼科 AI 辅助诊断，依托公司在眼科信息化行业多年的技术积累，以及

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深入研究，为客户提供眼科智慧医疗整体解决方案，帮助客户提高服务效率，

提升就医体验。主要产品包括眼科 PACS，眼科 EMR，眼视光，眼科远程平台，眼科手术示教，眼

科 AI 辅助诊断等软硬件系统。 

（2）系统集成项目 

公司控股孙公司大恒软件通过重点追踪网络及移动通讯技术、数据采集监测及分析技术、视

频处理技术及网络安全监控技术的发展，结合承接的信息系统集成项目需求，将上述技术灵活应

用至自主开发的信息数据采集监控处理等相关软、硬件产品中，服务的客户主要集中于党政、水

利、邮政、中小金融、能源等行业。 

3、数字电视网络编辑及播放系统 

中科大洋以致力于成为泛媒体领域专业的产品和服务提供商为公司愿景，整合研发媒体融合、

4K/8K 超高清、5G、AI、云计算、AR/VR、大数据分析等先进技术，形成融媒体、超高清、视频云

服务、演播直播等全流程一体化产品和解决方案。主要客户包括广播电视机构、报业机构、视频

运营商、新媒体机构和教育、气象、公安、政企等行业用户，打造了媒体产业的优秀品牌，主要

业务包括： 



（1）4K/8K 超高清视频业务 

重点研发广电专业视频领域 4K/8K 超高清视音频处理技术、基带视音频 IP 化传输技术、视频

云服务技术、超高清演播直播技术等。广泛开展超高清制播业务的设计、开发、系统集成和服务。

形成涵盖各类软硬件、系统平台、运维服务的端到端全域全流程一体化的超高清视频解决方案。

目前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台、广东台、广州台、上海东方传媒集团等大型媒体机构落地应

用。 

（2）媒体融合业务 

面向广播电视、报业、教育、公安、央国企等行业机构和政企单位，整合 5G、4K/8K 超高清、

云计算、大数据分析、AR/VR、演播直播等先进技术，提供覆盖广播电视、传媒机构、政企宣教

机构的全媒体全流程解决方案。涵盖策、采、编、发、追、评、分析等产品和服务，提升泛媒体

产业全媒体生态体系的建立。在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日报等各级媒体

机构落地应用及合作。 

（3）融媒演播直播业务 

以融媒演播域中的 AR/VR 技术、AI 等先进技术和设计服务为基础，提供空间艺术设计、包装

设计、视频连线、虚拟演播、导播直播等技术、产品和服务，形成适合全媒体演播直播一体化解

决方案，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东京奥运会和西安全运会转播、2021 中关村论坛、新华日报等重

大活动中落地应用。 

（4）媒体云服务业务 

围绕媒体大数据和视频云服务提供媒体云制作、云导播、超低延时视频连线、视频大数据、

运营互动等能力与服务。将媒体业务中策、采、编、发、追、评等多种能力和服务全面云化，为

电视台、报业、新媒体机构及行业用户提供了便捷、高效、简单的媒体全流程一体化云端生产能

力。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1 中关村论坛、广州日报、中山台等单位落地应用。 

（5）报业和教育业务 

整合媒体融合、4K/8K 超高清、演播直播、云服务等基础能力和解决方案，针对报业全媒体

传播的需求，提供融合媒体生产、媒资管理、直播、分发、运营、分析等应用，优化提升了报业

内容视频化业务能力。 

在教育行业推出以广播级视听技术为基础的教育云录播、智慧教学、校园融媒体、媒体实训

等核心教育信息化解决方案，实现媒体技术和教育教学业务充分融合，为众多高校、中小学、教

育管理机构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4、半导体元器件 

公司全资子公司泰州明昕生产的半导体元器件主要应用于计算机及其外围、通讯设备、电子、

绿色照明、仪器仪表及其他消费电子电器。 

 

三、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一)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3,534,060,596.48 3,603,742,311.97 -1.93 3,274,054,446.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85,565,672.82 1,693,957,291.66 5.41 1,639,102,342.19 

营业收入 2,537,098,601.10 2,315,175,744.25 9.59 3,305,797,829.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1,936,469.01 57,228,242.63 60.65 73,087,580.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7,682,256.90 43,424,966.85 9.80 61,419,775.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159,506.74 109,306,659.14 -119.36 35,634,760.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29 3.43 增加1.86个百分点 4.6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05 0.1310 60.69 0.167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05 0.1310 60.69 0.1673 

 

(二)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406,392,598.27 725,709,357.96 624,537,250.77 780,459,394.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076,873.28 64,116,201.50 6,248,021.56 45,649,119.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5,901,786.08 50,952,594.04 7,963,682.09 14,667,766.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0,005,140.24 -22,465,559.47 -36,025,576.71 187,336,769.68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四、 股东情况 

(一)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6,37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3,540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 

股

份 

状

态 

数量 

郑素贞 0 129,960,000 29.75 0 
冻

结 
129,960,000 境内自然人 

任奇峰 -500,000 19,736,811 4.5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吴立新 -564,000 16,316,000 3.7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台州华茂文体

发展有限公司 
9,170,000 9,170,000 2.1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张金伟 2,834,200 5,738,000 1.3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定华 -83,800 5,234,700 1.2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肖静 1,144,900 2,949,000 0.6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李明明 -1,184,300 2,741,302 0.6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凤飞 1,684,185 2,681,100 0.6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靳帅 -9,445,000 2,491,422 0.5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任奇峰与任沛瑞为父子关

系，二者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

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二)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三)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四)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五、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2021年度，全球新冠疫情仍然持续反复，各经济体在不均衡中缓慢复苏，国内各地疫情防控

进入常态化，生产、生活秩序基本恢复正常，为公司业务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面对严峻复杂

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以及疫情多点散发等诸多挑战，公司通过采取一系列积极可行的

业务举措推动公司管理水平、经营业绩和盈利能力稳步提升，在力求抓住市场新机遇的同时为公

司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公司报告期内合并报表实现营业收入 25.37亿元，较 2020年度 23.15亿元增加 9.59%；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193.65 万元，较 2020 年度 5,722.82 万元增加 60.65%。公司业

绩大幅提升的原因主要为： 

1、得益于新能源动力电池行业的快速增长，公司机器视觉组团中相关业务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实现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双增长； 

2、因疫情防控需要增加，国内核酸检测设备所需的滤光元件需求加大，母公司下属事业部光

学薄膜中心净利润增幅明显； 

3、报告期内公司部分政府项目通过验收，政府补助非经常性损益对公司业绩产生一定积极影

响。 

（一）大恒科技母公司 

母公司 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43亿元，较 2020年度的 1.82亿元增长 33.52%。 



1、母公司下属事业部光电所 

光电所 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2,488.33 万元，较 2020 年度同期增长 4.91%，毛利率未发

生较大变化。报告期内，光电所主营业务收入略高于去年同期，整体业务平稳进行。国内市场较

去年逐渐转暖，原有国内业务陆续恢复正常水平。为应对后疫情时期市场竞争等影响，光电所 2021

年度着眼于通过调整报价体系及加强内部流程管理等措施巩固并维护原有市场。 

“基于飞秒激光的太赫兹时域光谱仪”项目进展顺利，进度和成果产出达到任务书要求的考

核指标，顺利通过综合验收，目前太赫兹光谱仪已经形成销售。“软 X 射线/极紫外无谐波光栅单

色仪”国家科技部重大仪器项目已完成综合验收。报告期内，与中山大学合作申请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精密大带宽锁相放大器的研发及应用”顺利批复。 

光电所经过多年研发的激光抛光设备取得成功，预计在下个报告期可以实现销售。激光脉冲

沉积系统（PLD）也已研发成功，能够提供全套解决方案，正在为商业化应用作相应准备。应用于

风电系统的油液检测设备目前处于实验研发阶段。 

太赫兹时域光谱仪及光纤激光器已形成一定规模销售，广泛用于科研及教学领域。全新的太

赫兹技术日益成熟，逐渐解决各种交叉学科难题，包括石墨烯/二维材料电学性质非接触快速测量

系统、涂层厚度非接触系统等。 

2、母公司下属事业部光学薄膜中心 

光学薄膜中心 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0,356.10 万元，较 2020 年度的 5,243.09 万元增长

97.52%。因疫情防控需要，国内核酸检测设备所需的滤光元件需求加大，相关产品订单及销售收

入明显增加。同时，光学薄膜中心已于报告期内完成用于激光加工行业的高精度激光加工光学元

件的研发试制，在国内市场竞争中略占优势，并向目标客户提供批量产品，较去年同期收入增加

较多。因此，光学薄膜中心 2021年度营业收入大幅提升，与疫情相关产品的毛利率维持较高水平。 

光学薄膜中心 2021年在红外探测滤光元件、增强现实（AR）组件、快速核酸检测元件、激光加工

组件、极紫外滤光系统的研发及产业化进程中取得一定进展，快速核酸检测元件及激光加工组件

已实现批量销售。红外探测滤光元件及极紫外滤光系统预计可以实现销售。 

3、母公司参股公司 

母公司参股公司诺安基金 2021年度实现投资收益 6,104.26 万元，较 2020 年度的 5,476.70 万元

增长 11.46%。 

（二）主要控股子公司经营情况 

1、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 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6.65亿元，较 2020年度的 14.99亿元增加 11.07%，毛利

率较上年同期略有提高。 

（1）中国大恒主导产业为机器视觉组团（包括中国大恒图像分公司，大恒图像、深圳恒志、

上海昊邦、苏州图锐智能科技、苏州恒视智能科技等子公司，大恒图像子公司下属青岛恒纺、河

北天昱恒等子公司及合资公司潍坊天恒），公司机器视觉组团 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0.80亿元，

较 2020年度 8.78亿元增加 23.01%。 

2021年，疫情在中国得到较好控制后，中国制造业实现了进一步恢复，新能源等相关行业需

求强力增长。得益于新能源动力电池行业的快速增长，公司机器视觉组团中相关业务保持良好发

展势头，报告期内新能源汽车电池业务完善组织体系建设，稳步扩大业务规模，进行了有效的人

员储备，为下一步有序发展、扩张奠定了基础。2021 年度，公司机器视觉组团相关业务陆续收到

宁德时代及其他头部客户的中标通知，实现销售业绩大幅增长。 

由于全球疫情形势仍未得到有效控制，全球供应链的问题导致自 2021 年初出现明显供需失

衡，半导体行业的供应短缺问题对很多行业产生了较大影响，工业相机和采集卡等机器视觉核心

器件产品的供应受到半导体供应短缺的较大影响。机器视觉组团在上述利弊因素的综合影响下，

积极调整研发、营销和供应链策略应对需求突增和供应链危机，报告期内，公司自主研发的面阵

工业数字摄像机、线阵工业数字摄像机及机器视觉软件等均较上年同期实现销售收入增长。 

机器视觉组团中以机器视觉技术解决方案和设备提供为主的图像子公司通过调整管理团队、

梳理业务方向、加强管理制度及流程建设等措施，经营情况取得一定改善。报告期内，图像子公

司继续专注于机器视觉技术的研发，致力于加强基于 AI及 3D视觉技术的核心技术研发，其中 AI

技术已经成功应用于多个视觉检测系统中，同时，在白酒异物检测和烟叶智能分级设备方向取得

一定成果，白酒异物检测设备已交付客户使用，部分项目完成验收。受益于国内疫情原因受限降

低，相关企业生产恢复，加之玻瓶检测因相关客户在应用于新冠疫苗所需产品的扩产，报告期内

该部分订单有所增加，但受市场行情及材料成本增加的影响，毛利率略有降低。机器视觉组团中

玻璃瓶检测、药瓶检测设备联合抽检机及一体机经过多年研发取得成功，2021 年销售大幅增长，

未来将会成为行业的主流产品。 

机器视觉组团中智能检测设备及检测系统原有 SMT 业务实现营业收入小幅增长，但由于竞争

加剧，毛利有所下滑，报告期内为了开拓新的非标业务，增加了在自动化及视觉方面的人员储备

及研发投入。 

报告期内，“面向高端制造的机器视觉技术北京市工程实验室创新能力建设项目”及“多用途



工业数字摄像机技术升级改造”通过验收，对公司业绩产生一定积极影响。 

（2）中国大恒照明事业部 2021年度由于受宏观经济对行业的下行影响以及疫情防控等原因，

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较慢。 

（3）中国大恒参股公司上海大陆期货有限公司 2021年度实现投资收益 531.16万元，较 2020

年同期减少 41.72%。 

2、北京中科大洋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中科大洋 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6.24亿元，较 2020年度的 6.03亿元增长 3.48%。2021年，

在疫情局部反复和行业持续下行的形势下，中科大洋作为泛媒体产业的专业产品和提供商，持续

坚持挖掘新需求并优化内部管理流程的发展战略，在转型发展上积极探索和实践。2021年，中科

大洋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北京台 8K超高清播出项目取得较大突破，通过 8K 超高清技术研发与

应用的落地，带动超高清产业在各地的快速推进。 

近年来，由于融媒体等政府建设趋于饱和，广电行业市场容量持续下滑，加之省平台、央企

平台提供服务，广电媒体与地域绑定，原传统的广电服务商市场份额大幅压缩，同时市场竞争激

烈，导致行业整体毛利率下滑趋势。同时，下半年因客户需求降低导致大量项目延后和取消，并

且少数核心大项目招标跨年。公司积极拓展新业务，处于第一年发展的投入期，且投入较大，见

效较慢，整体造成公司业绩受到相应影响。 

公司推出的融媒体生产发布平台、超高清编辑生产工具、视频云服务、智慧媒资、演播直播

等多产品线，快速在报业、教育、公安、消防、政府和大型央国企落地应用，形成泛媒体行业的

产业化赋能。在超高清视频制播关键技术方面，JpegXS 技术，IP 化底层技术、AI 中台技术、8K

播出技术，低延时直播技术研发上取得重大突破，实现快速落地应用。 

报告期内，中科大洋持续优化核心业务板块和销售团队，优化完善融媒演播、视频云服务业

务线团队，优化完善报业、政企行业线销售团队，优化完善分公司办事处和经销商体系，形成子

公司、办事处和经销商体系密切协同的专业化分工和区域化服务体系。 

2021年度，中科大洋获得北京市广电局颁发的“北京市智慧广电重点实验室”荣誉称号，获

得北京市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北京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资质。中科大洋及其分子公司

共获得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国新闻技术工作者联合会、中国广播电视设备工业协会、北京市广

播电视局等单位颁发的各级各类奖项 10个，涵盖了智能云采编、智能语音转写、超高清电视播控、

数字云直播等多产品和业务系统，进一步确立了公司在行业技术、产品和应用方面的优势地位。 

3、泰州明昕微电子有限公司 



泰州明昕 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521.82万元，较 2020年度的 2,200.56万元增加 60.04%，

报告期内，在原有业务缩减减少亏损的基础上新增一系列毛利率较高的机加工等业务，泰州明昕

业绩同比有所改善。 

4、北京大恒普信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大恒普信 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721.42 万元，较 2020 年度的 187.41 万元增长 284.94%，毛利

率水平有所提升。报告期内，大恒普信调整公司经营模式后经营成果有所改观，眼科 AI系统在体

检行业的标杆客户打造完毕，系统应用逐步成熟。 

大恒普信专注眼科信息化，致力于提供眼科医联体解决方案和基于眼科大数据的智慧医疗服

务，主要产品包括眼科 PACS，眼科 EMR，眼科特检叫号，远程会诊、手术示教、AI眼底照相健康

评估及双目测距仪等软硬件系统。 

公司依托在眼科信息化行业多年的技术积累，已为超过 200 家医院提供信息化服务。主要客

户包括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北医三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上海新华医院、

重庆大坪医院、爱尔眼科医院集团等三甲医院。目前，政府对医疗信息化政策支持不断加大，人

口老龄化及慢性病的发展也催化了医疗服务体系不断优化，着眼未来，大恒普信将结合 AI技术建

设智慧眼科，为客户创造更多价值。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