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运用 

可行性分析研究报告 

 

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本次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拟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48 亿元，

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投入如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金额 

1 智慧物联解决方案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162,385.76 104,100.00 

2 杭州智能制造基地技改及物流测试中心建设项目 168,891.11 142,000.00 

3 西安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16,958.39 89,900.00 

4 补充流动资金 144,000.00 144,000.00 

汇总 592,235.26 480,000.00 

项目总投资金额高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金额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同时，若

本次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低于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金额，

公司将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在不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前提下，董事会将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上

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调整。在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到

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

位之后予以置换。 



二、项目方案概述及可行性分析 

（一）智慧物联解决方案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1、项目内容 

人工智能、大数据、局域网、低功耗广域网和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等陆续商

用，为物联网提供泛在连接能力，物联网网络基础设施迅速完善，互联效率不断

提升，助力开拓和升级智慧城市和行业的物联应用场景。公司作为全球领先的以

视频为核心的智慧物联解决方案提供商和运营服务商，基于对未来趋势的深刻洞

察，于 2018 年推出“大华 HOC 城市之心”战略，在“全感知、全智能、全计算、

全生态”能力支撑下，为城市和行业客户提供面向各个应用场景的系列化解决方

案与产品。本项目是公司针对城市级和行业级客户在智慧物联应用场景的拓展和

升级，拟加大对智慧城市和智慧警务、智慧交通、智慧能源、智慧金融、智慧企

业等细分行业领域应用场景解决方案的研发与升级，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开拓新

的应用范畴，推动公司智慧物联解决方案业务规模的持续提升。 

本项目拟新建办公场地，搭建 IT 基础设施，购置研发设备，同时，引进专

业人才，开展智慧物联在智慧城市和智慧警务、智慧交通、智慧能源、智慧金融、

智慧企业等细分领域的应用场景解决方案的研发与升级。本项目是公司“大华

HOC 城市之心”战略的重要体现，通过进一步丰富和升级公司智慧物联解决方案

和产品系列，提升公司在城市级和行业级客户的服务能力，从而提高公司的整体

竞争力。 

2、项目实施的背景和必要性 

（1）以软件为核心的解决方案正在成为行业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各个行业的融合和延伸，以

视频物联为基础的行业空间大幅拓宽，对行业的综合解决方案能力也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以智慧警务为例，客户需求正向深化大数据应用、变革业务流程和加强

系统兼容等方向转变；以智慧金融为例，客户对视频监控解决方案的需求从安保

向客户管理、操作风险管理等经营性业务应用领域渗入；以智慧零售为例，借助

智能感知、云边融合技术实现对“人、货、场”的数据洞察与分析，助力商家完成



数字化转型等。客户需求从以购买产品为主逐渐向整体解决方案和运营服务提供

转变，客户对功能性软件和服务的支付意愿也在逐步提升。在此背景下，以软件

为核心的解决方案将成为公司新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本项目是公司顺应行业发展的重要举措，通过加大研发投入，提升公司软件

开发实力，提高公司综合解决方案的质量和服务能力，以更好的满足客户需求。 

（2）物联网应用场景不断拓展，要求公司加强对细分领域应用场景解决方

案的研发与升级 

全球物联网产业规模迅速增长，随着物联终端种类和数量的爆发式增长，物

联网在各行业的新一轮应用已经开启，在各行业数字化变革中的赋能作用已经非

常明显，其应用场景迎来大范围拓展，如智慧城市、智慧政务、智慧产业、智慧

家庭、个人信息化等方面产生大量创新性应用方案，物联网技术和方案在各行业

的渗透不断加速。 

公司致力于打造以智慧物联信息服务为核心的视频生态系统，目前已经推出

了针对城市级、行业级和消费级市场的整体解决方案。随着物联网应用场景的不

断丰富，本项目将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引进专业人才，深挖细分领域的应用场景，

进行智慧物联解决方案的研发与升级，形成更加丰富的场景化解决方案，有利于

提高公司智慧物联解决方案的竞争力和加大在智慧物联领域的深入应用，以开拓

新的市场空间。 

（3）解决方案相较纯硬件产品毛利率更高，有利于公司经营效益提升 

2018 年公司解决方案收入占到了公司总收入的 51.6%，解决方案已经成为公

司最大的收入来源，并且有效带动了公司产品和设备的销售。根据行业发展趋势，

解决方案收入的占比预计将进一步提升。同时，相比公司的产品销售业务，解决

方案业务拥有更高的毛利率。本项目的顺利实施有利于公司加速扩大解决方案业

务规模，提升公司的经营效益。 

（4）本项目有利于改善公司人员规模快速扩张带来的办公环境压力 

智慧物联解决方案业务需要针对不同行业客户需求进行行业化的软件和系

统开发。一般而言，每套行业化的智慧物联综合解决方案包含大量的业务子系统



或子模块，因此需要大量研发人员支撑。公司研发人员规模近年来快速增长，公

司急需新建办公场地，同时提供解决方案开发和测试所需的环境条件。 

公司近年来新增人员办公场地需求目前主要通过租赁方式解决，一方面限制

了研发、测试环境的建设与完善，另一方面，分散的租赁场地增加了研发人员沟

通、管理成本，降低了研发效率。 

本项目通过建设办公大楼，能够为智慧物联解决方案业务相关人员提供良好

的办公环境，以及搭建完善的研发、测试环境，有利于提升研发效率和吸引专业

人才，为公司业务发展提供持续稳定的经营环境。 

3、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1）物联网在智慧城市和各行业的应用全面升温，国家频发政策支持物联

网应用的建设和发展 

仅以智慧城市为例，“数字孪生城市”正在成为全球智慧城市建设新的热点，

通过交通、能源、安防、环保等各系统海量的物联网感知终端，可实时全面的表

述真实城市的运行状态，构建真实城市的虚拟镜像，支持监测、预测和假设分析

等各类应用，实现智能管理和调控。目前全球领先城市都已开展相关探索和建设，

在“数字孪生城市”建设理念引领下，物联网在全球智慧城市的应用快速推进。 

近年来，我国先后发布《关于开展智慧城市标准体系和评价指标体系建设及

应用实施的指导意见》、《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智慧城市顶层设计指

南》等文件，指导相关单位开展智慧城市建设工作，有效推动智慧城市产业的快

速发展，同时也为本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有利保障。 

（2）本项目具备良好的市场前景 

受基础设施建设、基础性行业转型和消费升级三大发展动能的驱动，全球物

联网产业规模保持快速的增长态势。以中国智慧城市建设为例，智慧城市作为物

联网的重点应用领域，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推动下，其建设规模快速增长。根据

Analysys 易观统计，2016 年我国智慧城市 IT 投资规模为 3,027 亿元，预测行业

将进一步加速增长，2021 年的投资规模将达到 12,341 亿元，智慧城市市场呈现

爆发性增长态势。 



图 2-1 2014-2021 年中国智慧城市 IT 投资规模 

 

数据来源：《智慧城市数字化发展专题分析 2018》,Analysys 易观 

综上所述，无论是物联网产业规模的快速增长，还是智慧城市投资规模的迅

速扩大，都为本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良好的市场前景。随着公司对智慧物联细

分领域的场景化解决方案的研发和升级，将为本项目带来新的市场空间，确保项

目效益目标的达成。 

（3）公司已拥有实施本项目的全部必要条件 

① 公司拥有丰富的项目和产品研发经验积累 

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已形成覆盖了视频监控系统的前端、后端、控制

等各环节以及与视频监控相关的其他新兴产品和解决方案。基于对市场和客户的

深入洞察，公司积极向以视频为核心的智慧物联解决方案提供商和运营服务商转

型，创新地提出“大华 HOC”新型智慧城市总体架构，目前应用领域包括智慧城

市和警务、交管、交通、金融、司法、社区、园区、零售、物流等多个行业。公

司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相继与 UL、SGS 等建立了联合实验室，现拥有 4 项

国家火炬计划项目、5 项国家高技术产业化重大专项、2 项国家核高基项目。公

司丰富的项目和产品研发经验为本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② 公司拥有强大的研发实力和研发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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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拥有大数据研究院、网络安全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和先进技术研究院

等，进行相关领域的技术研究。自 2015 年开始建设深度学习计算集群，依托软

硬件研发能力，发布一系列基于深度学习的前后端智能解决方案和产品。截至

2018 年底，公司已有 13,600 多名员工，研发人员占比超 50%。公司目前已获得

专利和软件著作权近 1,900 项，拥有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是国家认定企业

技术中心、国家创新型试点企业。 

公司已经具备了深厚的技术积累和研发实力，并形成了成熟的研发团队，确

保了本项目技术上的可行性。 

③ 公司具有覆盖全球的营销和服务网络 

公司是全球视频监控市场占有率第二的行业龙头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铺设了

完善的营销和服务网络，并依靠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良好的

口碑。目前，公司已经在国内 32 个省市设立了 200 多个办事处，境外 50 多个分

支机构，解决方案及产品已覆盖全球近 180 个国家和地区。成熟的营销和服务网

络使公司可以对客户进行长期跟踪，有助于洞察和挖掘客户需求，同时，丰富的

客户基础和行业知名度也为本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可靠保障。 

4、实施主体及项目投资情况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本项目建设投入包括场地投资、软硬件设备投资，以及研发费用支出等。本

项目预计建设期为 3 年，项目总投资 162,385.76 万元，其中场地投资 99,357.44

万元，设备投资 23,933.18 万元，研发费用 27,310.88 万元，基本预备费 3,012.03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8,772.23 万元。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入总额 占比 

1  场地投资 99,357.44 80,166.82 77.01% 

1.1  土地款 8,161.00 0.00 0.00% 

1.2  建筑工程投资 91,196.44 80,166.82 77.01% 

2  设备投资 23,933.18 23,933.18 22.99% 

2.1  硬件设备投资 17,488.64 17,488.64 16.80% 

2.2 软件投资 6,444.54 6,444.54 6.19% 

3  研发费用 27,310.88 0.00 0.00% 



3.1  新增研发人员工资 27,310.88 0.00 0.00% 

4  基本预备费 2% 3,012.03 0.00 0.00% 

5  铺底流动资金 8,772.23 0.00 0.00% 

 
 合计 162,385.76 104,100.00 100.00% 

5、项目效益分析评价 

本项目预计建设期为 3 年，项目总投资 162,385.76 万元，拟投入募集资金

104,100.00 万元，其余所需资金通过自筹解决。本项目总投资的财务内部收益率

（税后）为 20.20%，运营期年平均利润（税后）为 25,566.92 万元，经济效益良

好，建设该项目对公司持续健康发展有较好的推动作用。 

6、相关部门的审批情况 

本项目正在办理相关备案和审批手续。 

（二）杭州智能制造基地技改及物流测试中心建设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近三年，公司视频监控相关产品销售量的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34.93%，随着

产品销量的快速增长，公司自有产能远不能满足新增销量的需求。此外，随着视

频监控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规模的扩大，公司需配套建设相应的测试中心和物

流中心。 

本项目建设内容包括杭州智能制造基地技改和物流测试中心建设。其中主要

包括，一、通过对现有产线进行自动化、智能化改造，提高生产的智能化水平，

同时引进先进机器设备，如自动化装配设备等，以扩大公司产能；二、通过建设

物流中心和测试中心，提高公司产品的研发、测试、生产和销售效率。通过本项

目建设，公司杭州智能制造基地的产能将新增 3,000 万台/套，满足未来市场新增

销量的需求，同时，提升公司未来供应链整体运作效率。 

2、项目实施的背景和必要性 

（1）通过智能化改造提升生产效率、扩大产能是公司视频监控产品销量持

续快速增长的需要 



近年来，视频监控产品受技术发展推动，需求量稳步上升。物联网等现代技

术逐渐成熟，开始在各个领域广泛应用，视频图像作为物联网信息采集的重要组

成部分和决策分析的重要依据，其市场不断扩张，带动了公司视频监控相关产品

销售量快速增长。 

近三年，公司产品销售量分别为 3,007 万台/套、4,433 万台/套和 5,475 万台/

套，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34.93%。预计随着智慧城市及行业应用需求的兴起，以

及在公司智慧物联解决方案业务的带动下，公司产品销量将在未来几年保持持续

高速增长。随着产品销量的快速增长，公司的自有产能远不能满足新增销量的需

求，因此公司急需扩大产能。 

（2）物流中心建设有利于提升公司供应链整体运营效率 

目前我国的物流仓储水平正处于自动化和集成自动化仓储阶段，逐渐向智能

化发展。通过建设基地物流中心，将有利于降低物流成本、缩短订单处理时间、

减少整体库存水平，对提高基地以及公司整体运营效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项目拟在杭州智能制造基地建设智能物流中心，实现物料和产品的自动传

输，配合自动化装配和检测线，全面提高收发物料的效率和精准度。依托本项目

建设，将大幅提升公司杭州制造基地的智能化水平，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打

造行业智能化工厂标杆。 

（3）测试中心建设有助于完善公司产品研发和生产的可靠性测试，进一步

提高产品质量 

2018 年公司基于“大华 HOC”战略，在“全感知、全智能、全计算、全生态”

方面深化核心技术与产品布局。此外，公司积极推进人工智能技术落地，对准客

户需求创新，加快落地智能化解决方案和产品。产品智能化水平的提高对研发、

生产环节提出更高要求，需要公司配套相应的测试环境，以保证产品的性能实现

和质量控制。 

杭州智能制造基地拟建设测试中心，包括新产品研发测试和产品生产可靠性

测试两部分。其中新产品研发测试将针对产品应用场景及性能要求搭建全面的测

试环境，为公司产品智能化升级及新产品研发提供有力支撑；产品生产可靠性测



试将针对产品应用场景需求搭建可靠性测试环境，测试产品对恶劣环境等因素的

适应能力，提高产品的可靠性。本项目测试中心建设将有效推动公司产品性能和

质量的提升，从而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3、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1）智慧物联行业备受国家重视，建设性政策规划频发 

国家的长治久安是我国最为重要的国家治理战略和目标。随着社会管理难度

的日益加大，智慧物联在为社会解决城市管理问题和维护社会治安方面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行业相关新政频发，推动行业的持续发展。 

近年来，国家先后发布了《关于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关

于推进城市安全发展的意见》、《“十三五”平安中国建设规划》、《关于加强公

共安全监控建设联网应用工作的若干意见》等政策文件，要求全面提高城市安全

保障水平，为人民群众营造安居乐业、幸福安康的生产生活环境。 

本项目通过杭州智能制造基地技改及物流测试中心建设，能够进一步提高视

频监控设备的生产和供应能力，推动产品性能和质量的提升，符合国家政策导向，

本项目具有良好的政策可行性。 

（2）视频监控应用领域不断扩张，本项目具备良好的市场可行性 

 随着物联网技术的成熟，视频、图像和音频作为重要的物理信息，在工业

生产、城市管理、决策辅助等多领域的应用逐渐增加。同时，视频监控相关产品

的功性能要求也在不断提升，推动了视频监控设备的更新换代。在以上两方面因

素的推动下，高质量视频设备的市场体量将不断上升。 

根据 IHS Markit 的报告显示，2017 年世界视频监控设备市场规模为 167.88

亿美元，较上年增长 9.3%；同年我国视频监控市场规模为 73.06 亿美元，较上年

增长 14.7%。我国视频监控设备市场规模预计在 2017 年到 2021 年间将保持约 10%

的复合增长，全球市场在此期间也预计将保持 7.5%的复合增长率，整体市场呈

稳步增长的趋势。 



大华作为视频监控市场的领军企业，在市场扩张的情况下可以享受到更多的

市场红利。在智慧物联市场稳步提升和边界拓宽的背景下，本项目新增产能能够

被合理消化，视频监控良好的发展前景和市场空间为本项目提供了市场可行性保

障。 

（3）全球营销和服务网络建设及良好的品牌知名度为本项目提供了保障 

公司一直在视频、智慧物联领域深耕细作，经过多年的发展，现已成为全球

视频监控市场占有率第二的行业龙头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铺设了营销网络，并依

靠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良好的口碑。目前，公司已经在国内

32 个省市设立了 200 多个办事处，境外 50 多个分支机构，解决方案及产品已覆

盖全球近 180 个国家和地区，并在欧洲设立了供应中心，可为客户提供端对端快

速、优质服务。在国内市场，公司与众多渠道合作伙伴保持紧密合作关系，建立

了健康良性的市场环境，不断推动渠道下沉和渠道体系精细化管理工作。 

同时，公司实力受到了国内外权威机构的肯定。2008-2018 年连续 11 年被列

入国家软件企业百强；拥有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是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

国家创新型试点企业；连续 13 年荣获中国安防十大品牌；是中国智慧城市建设

推荐品牌和中国安防最具影响力的品牌之一；连续 12 年入选《a&s》“全球安防

50 强”，2018 年排名全球第二位。公司成熟的营销和服务体系、丰富的客户基础

以及良好的品牌建设为本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可靠保障。 

4、实施主体及项目投资情况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浙江大华智联有限公司。 

本项目建设投入包括场地投资、软硬件设备投资等。本项目预计建设期为 3

年，项目总投资 168,891.11 万元，其中场地投资 93,407.37 万元，设备投资

54,995.10 万元，基本预备费 2,968.05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17,520.59 万元。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入总额 占比 

1  场地投资 93,407.37 87,004.90 61.27% 

1.1  土地款 10,701.00 5,210.00 3.67% 

1.2  建筑工程投资 82,706.37 81,794.90 57.60% 

2  设备投资 54,995.10 54,995.10 38.73% 



2.1  硬件设备投资 53,642.10 53,642.10 37.78% 

2.2  软件投资 1,353.00 1,353.00 0.95% 

3  基本预备费 2% 2,968.05 0.00 0.00% 

4  铺底流动资金 17,520.59 0.00 0.00% 

 
合计 168,891.11 142,000.00 100.00% 

5、项目效益分析评价 

本项目预计建设期为 3 年，项目总投资 168,891.11 万元，拟投入募集资金

142,000.00 万元，其余所需资金通过自筹解决。本项目总投资的财务内部收益率

（税后）为 20.33%，运营期年平均利润（税后）为 51,122.28 万元，经济效益良

好，建设该项目对公司持续健康发展有较好的推动作用。 

6、相关部门的审批情况 

本项目正在办理相关备案和审批手续。 

（三）西安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随着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技术在各应用领域的加速渗透，公

司作为全球领先的以视频为核心的智慧物联解决方案提供商和运营服务商，为保

持产品和技术的领先性，已将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先进技术研发作为公司核心战略。 

本项目拟新建研发办公场地，搭建 IT 基础设施，购置研发设备，同时，凭

借西安丰富的技术人才资源，开展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网络安

全等先进技术的研发和储备。具体研发内容如下： 

表 2-2 研发内容及目标 

领域 研发方向 研发内容及目标 

人工智能 

大规模数据分析技术及工程化  实现针对亿级规模数据量的快速检索和应用； 

 实现千万人级规模的高精度以图搜图功能和

应用。 海量图像检索技术研究及工程化 

基于视觉的人工智能事件和行为分

析技术研究 

 实现事件的分析、定位和应用，如交通主流事

件等； 

 实现复杂或专业场景下单人与多人的关联与

行为分析和应用。 

复杂场景下多维感知数据的融合与

智能分析研究 

 实现音频、视频、雷达、激光等多维传感数据

协同处理和复杂场景分析。 

大规模并行计算的数据训练平台  实现大规模数据中心的高级计算应用。 

视频内容理解以及基于内容的决策

系统研究 

 实现视频图像内容的分析与语义理解； 

 实现基于视频内容的快速决策与预测评估体

系。 



云计算 

云智能技术 

 实现面向人、车、结构化等算法统一抽象调度

能力，支持算法仓功能可集成管理调度第三方

算法，通过将智能能力的统一管理和调度，实

现云边端的全智能化协同分析。 

云数据库技术 

 实现时空数据、感知数据和业务数据进行融合

挖掘，通过对人、车、手机及其他物联感知数

据的融合计算，挖掘人员关系、刻画人员图谱、

打标时空规律等。 

云存储技术 

 面向以视频为核心的智慧物联场景，支持物联

设备、业务平台的数据及第三方数据源的接

入，通过云存储及相关技术，提供大容量、高

可靠、高性能、易扩展、开放共享的存储服务，

实现视频、图片等时空感知数据的统一接入、

存储、转发等功能。 

容器云技术 

 提供虚拟化云平台和视频应用生态中心能力，

实现物理资源统一管理，计算资源云化建设，

并可承载丰富的视频类服务能力。 

流媒体 海量视频高效实时分发技术 

 持续提升流媒体的数据分发能力、优化统一转

码平台，实现面向多网络、多终端场景下的海

量视频内容的实时播放。 

物联网 

通讯应用技术研究 

 基于5G / NB-IoT等蜂窝物联无线技术的创新

研究； 

 基于 WIFI/蓝牙/LoRa 等免授权无线技术的创

新研究； 

 基于低功耗、大带宽、远距离等多维度通信技

术的创新研究。 

多维感知技术研究 
 基于光波、微波、声波等多维传感技术的创新

应用研究。 

超低功耗电源技术研究 
 研究能量收集技术、储能技术、能量转换技术

等，以满足物联网对超低功耗的应用需求。 

网络安全 网络安全技术 

 新兴安全公共技术研究与应用，包括硬件安

全、嵌入式底层安全、可信计算、高性能加密

技术及应用、虚拟化技术等； 

 复杂应用场景下网络安全技术及应用研究，包

括城市与行业安全技术与方案应用、视频加密

和隐私保护安全技术研究、视频溯源技术与应

用研究等。 

 物联网安全技术及方案的设计与研究； 

 参与安全技术标准、规范、法律、法规制定。 

2、项目实施的背景和必要性 

（1）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将推动智慧物联产业的快速发展 

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各

个行业的融合和延伸，持续推动着智慧物联产业的进化和革新。例如在视频监控

领域，传统的依靠肉眼识别已不能完全满足人们对准确度、广泛程度和效率的需

求，亟需以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为基础的解决方案来处理系统每天产生的海量

图像和视频信息。 



近年来，我国先后发布《“十三五”国家信息化建设规划》、《大数据产业

发展规划（2016－2020 年）》、《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等文件，要求推

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加速在各行各业的应用和落地。公司作为以视频

为核心的智慧物联解决方案提供商和运营服务商，更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前沿技术

的研发，以支撑公司智慧物联解决方案和产品的持续升级。 

（2）本项目有助于提升公司技术储备，保持产品和技术的持续领先性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的发展，视频监控行业逐渐

向智慧物联应用方向发展，应用场景不断丰富。为了更好的满足市场需求，建立

市场领先优势，公司需要储备和研发大量的行业领先技术，以构筑在智慧物联领

域的持续竞争优势。 

本项目将紧跟行业技术及客户需求的发展趋势，通过加强对人工智能、大数

据、云计算、物联网和网络安全等先进技术的研发，丰富公司基础技术储备，支

撑公司在智慧物联解决方案和产品的持续领先，更好地满足市场与客户的需求。 

（3）利用西安丰富的技术人才资源和相对较低的人工成本，提高公司研发

能力和效率 

技术人才是公司研发创新能力的主要来源，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

物联网等新兴技术在行业内的加速渗透，为保持公司产品和技术的领先性，近年

来，公司研发人员规模快速增长。近三年，公司研发人员分别为 5,321 人、6,267

人和 6,880 人，增长率分别为 17.78%和 9.78%；近三年，公司研发投入分别为

14.25 亿、17.89 亿和 22.84 亿，增长率分别为 25.55%和 27.67%。随着公司的快

速发展，公司开始对研发能力和研发资源进行多点布局，以满足公司未来战略发

展的要求。同时，人工成本的上涨导致公司研发投入增幅较快，公司需要进一步

提高研发效率。 

西安具有丰富的人才资源和相对较低的人工成本。因此在西安建立研发中心

对于公司而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能够在满足公司研发人员投入的同时，有助

于控制研发费用的增长，提升公司研发效率。 



本项目实施后，公司研发团队规模将大幅增长，满足本项目研发内容对人员

投入的需求。同时，新兴技术人才的积极引入也将提升公司研发创新能力，从而

增强公司整体研发实力。 

（4）研发人员规模大幅增加要求配套相应的研发办公环境 

本项目运营期内将在西安增加大量研发相关人员，西安研发中心人员规模的

大幅增加，对研发中心办公、培训、生活设施和场地规模提出较高要求。 

本项目将为研发人员搭建良好的研发和办公环境，并配套相应的培训中心、

活动中心等辅助场地及设施建设，提高员工生活、工作的便利性，保障员工工作

效率的达成。本项目通过建设研发场地，搭建良好的研发和办公环境，有利于专

业人才的引进，也为公司研发工作的持续开展提供了稳定、完善的环境保障。 

3、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1）本项目符合国家的政策指导方向 

随着近几年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在各个行业和领域的加速渗透，对促进国家

数字化转型和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带动作用。我国对人工智能技术在重点行业

的研发和应用十分重视，并出台了相关政策推动其发展。 

近年来，国家先后发布了《“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促

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等文件，并两次将人

工智能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显示出我国对人工智能技术的高度肯定和重视。本项

目研发内容符合国家的政策导向，具有良好的政策可行性。 

（2）本项目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方向，具有良好的资源保障 

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在智慧物联解决方案和产品方面已经形成了大量的经

验、技术和人才积累，可以为搭建研发中心提供相应的技术和资源支撑。同时，

公司每年保持较大规模的研发投入，持续加大对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

联网和网络安全等核心技术的研发。建设西安研发中心是公司发展战略的要求，

公司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资源保障为本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有力支撑。 

（3）良好的技术和人才基础为本项目提供了有利条件 



公司已将人工智能作为公司核心战略，近年来持续加大资源投入，经过多年

研究，已实现多个领域算法的商用化，并形成了核心竞争力。2018 年，公司在

全球算法竞赛中荣获 10 余项第一，涵盖 2D/3D 检测、跟踪、图像分割、场景识

别、人体重识别、以图搜图等人工智能技术领域。 

公司已拥有大数据研究院、网络安全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和先进技术研究院

等，进行相关领域的技术研究。自 2015 年开始建设深度学习计算集群，依托软

硬件研发能力，发布一系列基于深度学习的前后端智能解决方案和产品。截至

2018 年底，公司已有 13,600 多名员工，研发人员占比超 50%。在研发投入方面，

公司研发人员规模和研发投入金额逐年提升。公司目前已获得专利和软件著作权

近 1,900 项，拥有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是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国家创

新型试点企业。 

由此可见，公司在人工智能技术研发方面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技术积累和研发

实力。此外，公司成熟的研发团队和良好的研发创新能力为本项目的顺利实施提

供了有利条件。 

4、实施主体及项目投资情况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西安大华智联技术有限公司。 

本项目建设投入包括场地投资、软硬件设备投资，以及研发费用支出等。本

项目预计建设期为 3 年，项目总投资 116,958.39 万元，其中场地投资 76,519.17

万元，设备投资 16,888.42 万元，研发费用 21,257.50 万元，基本预备费 2,293.30

万元。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入总额 占比 

1  场地投资 76,519.17 73,011.58 81.21% 

1.1  土地款 3,157.03 0.00 0.00% 

1.2  建筑工程投资 73,362.14 73,011.58 81.21% 

2  设备投资 16,888.42 16,888.42 18.79% 

2.1  硬件设备投资 13,678.46 13,678.46 15.22% 

2.2  软件投资 3,209.96 3,209.96 3.57% 

3  研发费用 21,257.50 0.00 0.00% 

3.1  新增研发人员工资 21,257.50 0.00 0.00% 

4  基本预备费 2% 2,293.30 0.00 0.00% 



 
 合计 116,958.39 89,900.00 100.00% 

5、项目经济效益评价 

本项目为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通过本项目的实施，能

够增强公司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网络安全等先进技术上的技

术储备，支撑公司在智慧物联解决方案和产品的持续领先，为公司未来业务发展

和创新打下良好基础。 

6、相关部门的审批情况 

本项目正在办理相关备案和审批手续。 

（四）补充流动资金 

1、项目基本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 14.4 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以满足公司未来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提高公司持续盈利能力，优化公司资本结

构，降低财务费用，增强公司资本实力。 

2、项目实施的背景和必要性 

（1）业务规模快速增长导致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增大 

近三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133.29 亿元、188.44 万元和 236.66 亿元，

复合增长率达到 33.25%；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预付款项和存货合计金额分别

为 96.25亿元、129.32亿元和 157.40亿元，经营性项目占用的流动资金逐年增加。

随着业务规模和营业收入的不断增长，公司对营运资金的需求也随之扩大。公司

通过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补充相应流动资金，可以有效缓解公司业

务发展所面临的资金压力，为公司未来经营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从而提升公司

的行业竞争力，为公司的健康、稳定发展夯实基础。 

（2）巩固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实现主营业务的延伸 

公司是全球领先的以视频为核心的智慧物联解决方案提供商和运营服务商，

智慧物联解决方案项目实施周期通常较长，对公司营运资金的占用较大，公司通

过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补充流动资金，可以更好的满足公司业务迅速发



展所带来的资金需求，扩大智慧物联解决方案整体项目承接能力，从而巩固并提

升公司行业地位和市场竞争力。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未来

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向，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  

本次发行将进一步扩大公司的资产规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资产和

总负债规模均有所增长。随着未来可转债持有人陆续实现转股，公司的资产负债

率将逐步降低。本次发行是公司保持可持续发展、巩固行业领先地位的重要战略

措施。随着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本次募集资金将会得到有效使用，为公司和投

资者带来较好的投资回报，促进公司健康发展。 

四、可行性分析结论 

综上所述，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产业发展

规划政策，符合产业发展的需求，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目标，具有显著的经济和

社会效益。公司在技术、人力、管理、资金等资源上有良好的保障，通过本次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扩大公司业务规模，增强公司竞争力，有利于

公司可持续发展，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必要的、

可行的。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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