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88039                                  证券简称：当虹科技  

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2-006 

投资者关系

活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会议名称 2021 年度暨 2022 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 

时间 2022年 5月 6 日 下午 16:00-17:00 

地点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 上 证 路 演 中 心 ”

（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上市公司接

待人员姓名 

董事长、总经理:孙彦龙, 

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谭亚， 

财务总监：刘潜， 

独立董事：胡小明 

投资者关系

活动主要内

容介绍 

1. 公司年报看出泛安全收入、毛利率增长明显，请问原因？

2021 年泛安全收入增量主要来自于哪里？ 

答：公司公共安全业务收入增长 79.47%，毛利率增长 15.33

个百分点，主要系公司不断拓展自有产品，覆盖从边缘端到中

心端汇聚平台，同时覆盖的行业也从原来的公安逐步到各个核

心行业。 



毛利率提升主要得益于公司在产品上的多项突破，如单品

到解决方案、中心端到边缘端、底层算法到算法+应用、纯软件

到软硬件结合，以及产品更加标准化；另外销售模式上直销占

比越来越高，技术服务销售额也有所提升，这一系列的突破也

使得公司的泛安全产品竞争力更强。现在公司更多是以全套产

品输出，软件产品占比越来越大，毛利更高。 

2021年泛安全收入增量主要来源于轨道交通项目及其他公

共安全解决方案陆续落地。 

 

2. 公司 2022 年预计费用投入情况？人员拟招聘情况？  

答：公司一直在持续投入研发，也在孵化新的方向和应用

场景，人员增长主要来自于研发及技术人员增加、行业渠道拓

展人员增加等方面。其中研发主要聚焦在①原来底层视频算法

人员的增加和②往新行业拓展后针对行业深度的需求进一步提

高产品与行业的粘性及与行业本身业务的打通对接。 

2022年人员招聘还会持续增加。 

 

3. 公司未来的业务增量方向主要是哪些？ 

答：当虹是一家做视频及算法的技术公司，视频是不分行

业的，有视频的地方的、有屏幕的地方、有摄像头的地方，就

可以用到当虹的技术和算法。除了在 IPTV新媒体、4K/8K超高

清视频、互联网视频、电信运营商、5G应用等与视频相关的方

向持续深耕和加大技术壁垒，同时也在其他有视频应用领域做

业务延伸和试点，如公安、司法、教育、医疗、金融、矿山、铁

塔、能源、高铁及城市轨道交通等等。 

在超高清方面，主要还是 4K/8K 超高清频道建设、户外大

屏的 8K 直播、以及超高清视频产业园区/基地建设，或是电信

运营商及互联网视频；在 5G 边缘计算方向上，5G 作为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中最受人瞩目的驱动引擎，对于 5G来说，通信网络



建设和创新是推动 5G应用落地的关键动力，而边缘计算是撬动

5G 时代 2B行业变革的核心抓手。公司的技术能将视频前端-中

心端-边缘端，底层-运营层全打通。公司也在基于更多底层技

术和新的业务场景，孵化更多的行业和方向。 

 

4. 元宇宙时代的到来，会给公司带来什么样的业务机会？公司

与 VR 眼镜 C端的公司是否有合作？ 

答：目前“元宇宙”相关产业尚处于前期发展阶段，公司

密切关注行业发展新动向和新机遇。公司多年前就一直拥有较

为完整的 VR 编码解决方案，在 AR、XR、裸眼 3D、全息技术也

有相应技术储备。在 VR方面，公司重点提供 FOV编码、传输、

终端渲染等方面的技术；在另一方面也提供低延迟高密度视频

编码、传输、终端适配方面的技术。 

当虹有相应的研发团队持续在 VR 领域研究，未来 VR 整体

产业链较为成熟时，公司相应的技术都能落实到相应的软件/硬

件上。公司拥有“ VR 全景视频处理解决方案”产品，为用户

提供全业务 VR 全景视频处理方案，包含 VR 全景视频内容的

采集、合成、渲染、制作、播出、分发及播放等重要环节。目前

VR 方向的落地集中于如 VR 政务、VR虚拟博物馆、VR 云旅游、

VR 云游戏等领域。 

 

5. 公司一季度与艺超（亚太）有限公司签署了关于“阿拉伯

电视台视频处理技术系统采购项目” 的产品销售合同，后

续情况如何，何时落地执行？是否有拓展其他海外客户？ 

答：“阿拉伯电视台视频处理技术系统采购项目”于 2022

年 1月签订合同，目前处于供货和安装上线过程中，将根据合

同约定的时间周期验收交付。  

公司拓展海外客户是持续的，海外业务会作为一个新的增

长方向。 



 

6. 公司是否有打算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来缓解流动资金

问题。 

答：公司目前流动资金充裕，未来会根据公司运营需要做

相应考虑。如有相关事项触及信息披露标准，公司将严格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7. 公司的 2022 年一季度现金流流入部分有向好趋势，为何整

体现金流流出较多？ 

答：公司 2022 年一季度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增加 147.40%，一季度销售回款好于 2021 年一季度；现金流

流出增加明显主要包括：1）为应对原材料涨价及供应困难，公

司提前采购量增加；2）为应对在手订单的交付，尤其是部分较

大项目，硬件类采购预付款增加。 

 

8. 公司在 2021 年报的研发项目中提到“下一代沉浸式座舱娱

乐中间件的研发”，请具体介绍公司的新业务智能网联汽车

车载娱乐业务包括哪些具体产品？目前业务进展到什么程

度？  

答：当虹一直在视频帧级处理、多屏同步、流媒体视频播

放、视频超低延时等技术方面均有较深的技术积累。目前车内

多屏化、娱乐化趋势明显，公司主要聚焦在车载智能娱乐座舱

方向，目前产品包括针对视频的多屏帧级同步、视频氛围灯效

果以及其他一些 VR、AR 解决方案，同时也在孵化多车共享、

多车互动、无人机与车内联动等多场景解决方案。目前业务在

持续落地中。 

 

9. 请问，一季度由盈转亏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对下一季度的

预测是？ 



答：公司一季度由盈转亏的主要原因如下： 

（1）一季度公司传媒文化收入增长，但公共安全业务收

入同比下滑，毛利率下降 8.74 个百分点；一季度疫情影响较

大，尤其是对项目实施和验收的影响。 

（2）一季度研发人员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较多，研发投

入增长 30%。 

（3）报告期内使用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减少导致

利息收入减少。 

公司将积极推进业务进展，下一季度情况也会视外部环境

和客户情况而定。 

 

10. 请问：冬奥会项目的营收大概有多少，收入确认时间是否

在今年一季度。 

答：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都是技术加速落地的催化剂。本

次冬奥会推动了 8K超高清视频技术的进一步应用，同时疫情

也催生了视频直播和线上观看的习惯。 

短期主要以项目化的形式服务客户，所提供的产品对公司

都是业绩的增量。长期来看，随着 5G的商用及视频技术的进

步，赛事的超高清直播及制作已经是常态，加以 AI 赋能，可

为观众提供颠覆性的视听服务。公司的电视台/IPTV/互联网视

频/运营商等客户会因为大型赛事产生扩容、新建以及一些新

的软件、设备等需求。采购的产品也不单单服务于一场赛事，

会体现在日常业务采购中。收入在 2021年与 2022年均有确

认。 

 

11. 2021 年报中，泛安全产品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34.68%，

技术服务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62.53%。主要原因是什么？ 

答：公司 2021年度泛安全业务收入增长 79.47%，营业成

本系随收入增加而增长，毛利率大幅上升，公司不断拓展泛安



全软件类产品，覆盖从边缘端到中心端汇聚平台，同时覆盖的

行业也从原来的公安逐步到各个核心行业。 

技术服务营业成本比上年增长，一方面系技术服务收入增

长，另一方面系与技术服务相关的 CDN及人员成本上涨。 

 

12. 2021 年以及 2021 一季度，公司研发投入有较大增长，主

要聚焦在底层视频算法人员的增加，以及新行业的拓展。

能否介绍下会深耕哪些行业？计划如何实现技术变现？ 

答：公司将在传媒文化、泛安全、智能网联汽车方向持续

深耕。 

传媒文化以超高清为主，目前聚焦：1）广播电视如央视

和和各省级卫视、IPTV、互联网视频及运营商；2）超高清视

频产业园，政府推动为主，同时也加快了超高清的落地；3）

互联网视频+运营商，业务比较稳定；4）海外业务，2022年

加速落地，未来海外市场也是持续开拓的，也是未来一段时间

业务增长点。 

泛安全方向，公司以公安行业为切入，这个行业对产品要

求很高，过去的两三年里公司完成了从中心端到边缘端的产品

完善。目前电网、煤炭等各行各业都在推动智能化进程，视频

是智能化中最大的数据源，从边缘端到中心端的传输涉及到带

宽和中心端的识别等问题。在过去的两年中公司实施的项目涉

及了轨道交通、电力、金融、能源、储能、铁塔和数字城市

等，希望能借力政策推动业务发展。 

同时公司一直在拓展研发智能网联汽车领域的车载智能娱

乐座舱方向。 

 

13. 一季度公司签订了千万美金海外大单，请否介绍在全球市

场开拓计划？会重点在哪些地区？合作模式是怎样的？ 



答：公司基于在视频处理领域的多年技术积累以及在国内

与大型电视台、头部互联网视频公司等主要客户的多年实践落

地，目前在超高清视频方向已处于行业领先地位，近年来一直

积极拓展海外业务，将核心能力产品输出到东南亚、一带一路

国家等，未来海外业务拓展也会作为公司传媒业务的重点之

一。在业务模式上，公司以与集成商及合作伙伴共同出海为

主，提供当虹完整解决方案和技术服务。 

 

14. 公司计划拓展智能网联汽车领域的车载智能娱乐座舱方

向，公司目前研发进展如何？预计何时会有产品面市？对

这一业务板块的市场预期是怎样的？ 

答：当虹一直在视频帧级处理、多屏同步、流媒体视频播

放、视频超低延时等技术方面均有较深的技术积累。目前车内

多屏化、娱乐化趋势明显，公司主要聚焦在车载智能娱乐座舱

方向，目前产品包括针对视频的多屏帧级同步、视频氛围灯效

果以及其他一些 VR、AR 解决方案，同时也在孵化多车共享、

多车互动、无人机与车内联动等多场景解决方案，目前部分产

品已在落地中。 

车联网业务收费模式多样，包括定制开发费、License 收

费、与车厂联合内容运营收费等等。该业务板块的未来市场情

况与汽车行业尤其是未来新能源车市场情况息息相关。 

 

15. 请孙总介绍下公司的发展空间 

答：视频不分行业，有视频的地方、有屏幕的地方、有摄

像头的地方，都有当虹的发展空间。 

附件清单

（如有） 
无 

日期 2022 年 5月 6日 

 



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5月 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