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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董事： 

2021 年，在疫情、芯片供应短缺等多重外部不利因素的压力下，公司员工与

管理层的共同努力，迎接挑战，在保障公司经营活动平稳有序的同时，积极推动

业务拓展，并取得了良好成效，公司营业收入达到了 6.78 亿元，同比增 27%，

继续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公司网络可视化业务收入同比增加，重新回到增长轨道中；同时，“东数西

算”国家战略将带来的数据中心建设和网络数据流量的增长，也将为网络可视化

市场打开空间，网络可视化业务发展趋势将持续乐观。公司智能系统平台业务收

入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国产信息化市场的发展潜力进一步释放，同时，该智能系

统平台业务毛利率同比有所提升，有望成为公司另一个持续的盈利增长支柱。 

公司对未来 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发展趋势下的网络可视化业务和国产

自主信息化市场的长期发展前景保持乐观，在全体员工与管理层的共同努力下，

持续加大加强研发投入和市场销售建设，迎接行业发展浪潮；同时积极引入战略

资源，寻求公司已有技术积累在新能源方向的拓展合作机会，推动公司进入下一

波快速发展的通道。 

下面是 2021 年度的工作报告内容。 

一、 2021 年公司经营管理情况 

(一) 主营业务情况 

2021 年，公司主营业务构成未发生重大变化，全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7,821

万元，同比增长 27.2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344 万元，同比上升

46.83%；公司总资产为 161,469 万元，同比增长 38.18%。 

报告期内，公司网络可视化业务收入 3.19 亿元，同比增加 9%。虽然总体上

仍然受疫情因素及全球芯片供应短缺因素的影响，造成市场项目的交付及实施延

期，进而引起收入确认的推迟，降低了营收增长的速率，但本年度运营商 5G 等

重大项目逐步落地实施并确认收入，同时政府领域项目开始呈现恢复的趋势，行

业和企业市场也恢复明显的增速，网络可视化业务开始复苏并出现增长。 



智能系统平台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3.37 亿元，同比增长 49%，继续保持高速增

长势头，主要受益于国产信息化市场领域开始进入快速发展轨道，公司市场客户

策略的贯彻实施，以及高端自主制造能力的积极打造，公司在产品技术及市场投

入方面的多年积累逐步迎来回报期。 

2021 年，公司实现营业利润 5395 万元，同比上升 50.18%；利润总额 5375

万元，同比上升 50.1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344 万元，同比上升

46.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1012 万元，同比

下降 67.26%。主要原因是：（1）公司参与设立投资“湖杉芯聚”、“湖杉浦芯”

两只投资基金的公允价值增加，以及公司转让南京云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

权所获投资收益，带来公司利润总额和净利润的增加；（2）部分市场项目和产品

交付受疫情影响以及全球芯片供应短缺影响，导致市场交付以及确认收入推迟，

对当年确认收入产生影响，而相应市场费用和研发费用已经在当期发生，致使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下降；（3）公司产品收入结构的变化，以及受全球供应

链影响部分原材料采购成本短期上升，导致综合产品毛利率亦略有下降。 

(二) 主要财务数据  

2021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以及与 2020 年同期数据比较，见下表。 

项目 2021 年 2020 年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元） 678,205,680.18 533,124,549.14 27.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53,440,330.58 36,395,234.29 46.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0,118,083.66 30,905,632.87 -67.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65,963,795.61 -79,431,924.85 16.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64 0.1838 39.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64 0.1806 41.9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

每股收益（元/股） 
0.0485 0.1561 -68.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30 4.49 增加 1.81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9 3.82 减少 2.63 个百分点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元） 1,614,688,527.84 1,168,528,095.24 38.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1,174,204,311.66 815,167,930.73 44.04 

股本（股） 227,954,505 200,985,205 13.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5.15 4.06 27.00 



(三) 产品和技术研发 

作为一家以技术为本的高科技企业，公司一直将优秀的研发能力作为公司核

心竞争力之一，以“技术创新”为导向，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扩充研发人员队伍，

及时开发出满足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巩固公司在行业中的技术领先优势，并积极

做好新技术的长远规划和积累工作。2021 年公司投入研发资金 13,388 万元，同

比增长 19.03%，占当年销售收入的 19.74%。 

在网络可视化方向，公司坚持进行技术创新和方案延展，积极投入技术升级

改造，提升产品竞争力，用技术创新注入领先优势，增加竞争壁垒；同时在原有

产品和解决方案的基础上，不断进行外延式拓展，以覆盖更多的应用场景和市场

需求。本年度，公司继续围绕 5G 网络为核心，结合网络基础架构的演变趋势，

沿着相关网络安全、网络传输等延申方向进行了重点投入，相继展开移动网 5G

业务控制系统、基于软件定义的网络攻击行为检测系统、传输信号接入解析处理

系统等项目的研发活动。 

在智能系统平台方向，公司继续坚持国产自主技术路线，基于飞腾、兆芯、

龙芯、申威、盛科等主流国产自主芯片，以及 ATCA、VPX、COM-E 等业界标

准，构建国产自主技术平台；同时，公司积极切入智能应用领域，持续开发智能

系统平台产品，丰富产品系列。本年度，公司进行了多项系统平台产品的研发和

产业化，包括国产自主异构微型超算平台、新一代国产自主网络安全平台等。并

在已有的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方向上进行延展，开发了多场景轮式机器人产品，

并开始投入光伏电站清扫巡检机器人、可视化综合能源管理平台的研发。这些产

品的研发投入和应用拓展对公司而言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公司的智能系统平

台业务向工业和新能源领域智能运维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该业务方向作为新

的战略方向，有望为公司开辟新的成长空间。 

公司注重自主研发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及时申请专利、软件著作权和商标。

截至 2021 年底，公司合计拥有软件著作权 103 项，专利 16 项，其中，发明专利

8 项，实用新型专利 5 项；目前在受理状态发明专利 68 项。 

(四) 销售和市场拓展 

2021 年网络可视化业务实现销售收入 31,919 万元，同比增长 8.96%。公司作

为国内领先的网络可视化基础架构供应商，主要解决方案和产品继续保持竞争优

势，本年度因受疫情和全球芯片供应影响导致部分市场项目进展延迟，收入确认

推后。在主流运营商市场，公司的市场龙头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确认。公司

参与的中国移动 2021 年至 2022 年汇聚分流设备集中采购中，在标包 1、2、3

中均获得了中标份额和金额第一的成绩，其中标包 1、2 中标份额 40%，标包 3



中标份额 50%；继续扩大在运营商市场的领先优势，保持了公司在 5G 汇聚分流

应用方案上的核心厂商地位。同时，公司深入并加大在最终用户侧的定制化研发

和市场投入，布局面向最终用户的产品和解决方案，进一步提升公司市场和产品

的领先性。在细分的企业和行业市场，公司在重点布局的金融领域获得进一步突

破，产品和解决方案进入多家国有银行和商业银行，逐渐成为领域内头部厂商，

相关收入快速增长。 

2021年智能系统平台业务实现销售收入 33,662万元，比 2020年增长 48.82%，

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产品方面，紧跟上游国产自主芯片的最新进展，持续推

出系列基于最新国产化平台的计算、存储、安全、交换类产品和解决方案，配套

国家信息创新升级战略、工业互联网、工业智能化产业升级、行业大客户等，在

轨道交通、电力、信息安全、企业客户等多个市场持续斩获。同时，在国家的大

力推动及业界上下游的共同努力下，国产自主信息化市场逐渐成熟、应用需求逐

步落地，而公司多年来在该领域持续进行坚定的投入和技术积累，已形成相关领

域内的技术优势和行业口碑，积累了丰富完整的计算、网络、存储、安全和嵌入

式领域的国产自主信息化产品，以及相关领域的客户和渠道合作伙伴。公司还积

极参加了信息技术创新联盟主导的产业联盟、核心的国产化芯片联盟，在国产自

主信息化领域建立了良好的口碑和形象，为相关市场的开拓建立了坚实的基础。 

本年度公司继续积极扩大销售队伍和梯队建设，并招揽行业内高级销售人才，

在原先基础上新建成都、昆明、福州、兰州、乌鲁木齐、西宁、重庆、哈尔滨、

济南、长沙、郑州、杭州等多个支持服务中心，覆盖并辐射全国区域，服务好客

户。同时加强销售及支持人员属地化管理，完善体系建设。 

2021 年公司积极参与并推进国产自主生态体系建设，与生态合作伙伴加强合

作，执行生态活动落地，助力生态建设；同时，重点扩展并参与了行业协会联盟

活动以及行业技术培训分享，加入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上海市电力行业协会、

绿色计算产业联盟，同时在专业媒体渠道和社交网络、新媒体等方面加大品牌推

广力度，增加营销投入，加强行业技术引导，树立专业形象，提高品牌知名度和

美誉度。扩展建设全国各地的营销服务网点，加快响应速度，进一步提升售前售

后服务质量，提升用户满意度和品牌忠诚度。 

(五) 质量管理 

公司运用了科学的管理手段，建立以市场需求、产品研发、供应商管理、订

单交付为主轴的全员质量管理模式，精心打造以研发质量、交付质量、服务质量

为核心的立体式质量管理体系，为高质量的产品保驾护航。2021 年，公司顺利

完成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ISO45001 职业健康管理



体系、ISO20000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ISO27001 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体系、CMMI 3

的换证审核，以及信息安全测评中心颁发的信息安全服务资质（安全开发类一级）

初次审核，均已获得相应证书。通过 PDCA 循环，找出问题以寻求改进，循环

往复，永不停止，呈阶梯式上升，在质量管理建设上持续精进。 

(六) 人力资源管理 

2021 年，公司一如既往将人才的发展放在战略位置，秉承着人才是第一资源

的指导思想，在专业人才吸引、人才培养和人才梯队建设等方面持续加大投入。 

为支持公司多条业务线的快速发展，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和外部挑战，

充分激励和保留优秀人才，同时保障公司对客户需求的快速响应，公司在 2020

年优化组织架构的基础上，强化新组织及个岗位职能，推动研发人员和业务部门

紧密耦合。同时在日常管理中推动强化专业研发部门输出产品及质量的量化管理，

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 

为不断提升单兵作战能力，公司致力于不断提升人员的专业技能。在 21 年

公司组织进行专业职称类的培训及考核组织工作，并且全面铺开引入的在线学习

平台“恒享学”，将人员的专业培养和综合培养实现线上化、移动化，并将专业知

识在平台进行沉淀。通过实战+专业学习相结合的方式，加速提升员工的个人能

力。 

在人才吸引方面，基于疫情的复杂情况，进一步应用电子化招聘系统，全面

实现了人员招聘的线上化、移动化、实时化，使得人才招聘受空间、时间的影响

程度不断降低。通过现场招聘、线上招聘、远程视频面试等多种招聘形式的集合，

完成本年度的社会人员招聘及优秀应届生的引入。截至 2021 年底，公司共有员

工 555 人，其中研发人员 316 人，占公司总人数的 56.94%。 

在人力资源日常工作及人才管理工作方面，公司启动EHR管理系统的引入，

过程中不断对现有流程进行优化，朝着数据化人才管理的方向做系统的设计及开

发，该系统拟定在 2022 年中投入使用。 

公司继续以价值创造为引导，以目标管理为工具，将公司及员工的绩效管理

考核全链条打通，通过分阶段、过程化管理实现多类型绩效管理的目标，提升绩

效目标引导的作用。公司继续执行以业绩为导向的考评机制及骨干员工长期激励

计划，不断完善员工激励机制，体现公司“鼓励每个人成长并给予回报”的理念，

激发并保留核心人才与公司共同成长。同时将及时激励，荣誉鼓舞相结合，加强

员工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七) 对外投资 



2021 年 6 月，公司以自有资金 600 万元对北京资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进行增

资，持有北京资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12%股份。本次投资有利于公司布局拓展

网络可视化产品在未来运营商数字化运营方向上的结合与应用，强化公司相关业

务的市场资源和业务拓展能力，符合公司及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 

2021 年 7 月，公司以人民币 800 万元出让南京云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南京云玑”）26.67%股权。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对南京云玑实施控制，

南京云玑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次交易有利于南京云玑后续引入新的

投资方，整合更多的资本力量和产业资源，共同推动业务发展，打开未来成长空

间；同时也有利于公司回笼部分资金，优化资产结构及资源配置。公司将继续与

南京云玑保持紧密关系，在国产自主算力虚拟化和池化方向继续进行合作，共同

推出产品。 

截至 2021 年底，公司参与设立投资“湖杉芯聚”、“湖杉浦芯”两只投资

基金，其投资标的中已有两家企业成功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一家已申报科创板，

另外还有两家正在准备 IPO 申报，上述投资预计未来会给公司带来一定的财务

回报。 

二、 2021 年发展战略与经营计划 

（一）公司发展战略 

近年来，5G 移动网、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趋势潮流涌动，维

持蓬勃发展的态势，持续对产业变革产生深远的影响。以大数据化、智能化、信

息和网络泛在化为显著特征，技术的发展在不断的打破行业边界，对不同的行业

领域进行融合和再造，创造出新的市场机会。在与公司相关的网络通信、信息安

全、工业互联、智慧物联等领域，均涌现出大量的市场机遇和发展空间。同时中

国整体经济水平和产业发展已经进入到了新的阶段，亟需进行产业升级和转型，

由此带来各行各业对于信息化、智能化以及相应国产自主化的强烈需求。无论是

在网络可视化领域，或者是智能系统平台领域，作为一家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

能够站在产业链的上游，占据较为广阔的市场视野，将能拥有比较多的机会能发

现自身技术与应用需求的结合点，掌握主动，面向未来持续打造和夯实核心竞争

力，不断迈上新的发展台阶。 

在这些发展机遇面前，公司将坚持“技术同心、双轮驱动”的多元化发展战

略，2021 年继续加大力度，在原有业务和技术领域及其延伸方向上持续投入新

产品新技术研发，尤其在 5G、网络安全、国产自主信息化、智慧物联网、智能

运维机器人等方向重点投入，在市场上取得收获；同时，面对全球供应链的不稳



定挑战，强化底线思维，进一步强化供应链体系和制造体系，打通从客户到供应

商完整链条的战略备料和价格反馈机制，在艰难的局势下，保障供应链安全，维

持核心竞争力；并坚持市场导向，深入了解用户需求与行业大趋势，在传统市场

上加强用户侧定制开发，进行深度合作，同时立足技术积累与创新，开拓机器人、

运维平台等新产品新赛道，努力抓住发展机遇，实现公司的发展目标。 

（二）2022 年经营计划 

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公司将在 2022 年做好以下重点工作部署。 

1、产品研发计划 

公司将对现有研发技术平台进行升级整合，使业务线资源分配更加合理聚焦，

以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改善创新环境、提高研发效率。同时，根据公司业务和战

略方向加强核心技术积累和产品研发投入，维护公司在业内一流方案提供商的市

场地位。另外，公司将充分利用现有平台的研发资源和技术储备，推动新业务领

域的技术探索和经验积累，形成面向市场需求快速迭代的技术研发和产品体系。 

在网络可视化业务方面，公司将持续投入研发资源，深化网络可视化基础架

构升级，完成下一代技术架构的路线设计以及相关产品开发，实现包括正交架构

网络可视化系统等系列产品的成熟应用和架构升级、融合应用层智能分析的网络

可视化系统研发、以及下一代 800G/1.6T 超高速背板交换的产品技术预研和开发

等。同时，公司将积极加大最终用户侧应用解决方案及相关产品的研发投入，完

善精细化的数据挖掘和处理、物联网安全应用、网络威胁入侵检测、5G 移动网

DPI、边缘侧 DPI、智能网卡等解决方案，并在机器学习技术、深度应用还原技

术、视频及图像 AI 处理技术、大数据分析技术等方面进行技术积累和迭代升级。

公司将通过在技术和解决方案上持续不断地投入，保持业内领先优势，为公司及

客户创造价值，实现共赢。 

在智能系统平台业务方面，公司将依旧围绕国产自主及智能化方向持续投入，

并将在一些新业务领域进行技术探索及产品布局。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和市场耕

耘，公司已在网络安全、测控、轨交、医疗、工控、特种装备等多个行业客户中

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公司的产品和服务质量在业内具备良好口碑。公司将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引入战略资源，积极开展跨行业合作，相互助力，顺应新能源、

工业智能等国家战略方向，实现国产自主技术及智能化应用相结合的全新尝试。

公司将继续投入新一代国产自主平台、国产自主 AI 一体机、智能巡检机器人、

光伏清洁巡检机器人等多个系列的智能系统产品及解决方案的持续研发和技术

升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出国产自主技术及智能化应用相结合的产品；同

时积极投入工业控制、轨道交通、能源等领域的产品开发和业务拓展。公司将在



积极响应客户定制化需求的基础上，积累研发标准化产品的能力，为未来实现业

务的横向、纵向拓展积蓄力量。同时，公司将在生产质量、工艺水平、响应速度

等方面加强管理，逐步建立智能制造生产能力。 

2、市场计划 

公司将以“定位清晰、技术领先、国产自主、一流服务、广泛合作”的策略

在国内积极拓展多个行业市场。同时，继续加强营销服务网络建设，扩大市场队

伍建设和管理，吸引更多高端市场人才，创造“共担、共享、共嬴”的市场理念。 

在网络可视化领域，公司将持续维护行业内的核心厂商地位，保持产品和市

场优势，扩大市场份额。继续加大最终用户侧的深度定制开发和市场投入力度，

落实先进产品和解决方案的落地，提升“恒为”品牌和服务的知名度。 

在智能系统平台领域，公司将在过去几年的产品技术积累以及收入高速增长

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战略方向。对于计算、网络、安全等平台类产品，公司将

继续以“开放赋能，创新合作”的模式进行发展，一方面与上游芯片半导体，尤

其是国产自主核心芯片合作伙伴保持紧密合作，另一方面坚持平台产品创新，并

向下游赋能，在网安、通信、金融、教育等多个行业开展广泛合作。对于过去两

年培育的以智能巡检机器人、智能工控柜等核心的智能运维产品方案，将抓住国

家新能源、新基建等战略发展机会，以“立足核心科技、跨行业深度合作”为战

略进行独立发展，一方面继续增加智能运维产品的研发投入，包括光伏清扫巡检

机器人、能源管理运维平台等，另一方面积极引入战略资源，寻找行业合作伙伴，

开展轨交、新能源等方向的跨行业合作，为公司开辟新的长期发展赛道。 

3、品牌建设计划 

公司将通过展会、技术研讨会、行业生态大会、行业技术培训分享、专业媒

体渠道和社交网络、新媒体等加大品牌推广力度，积极参与并推进国产自主生态

体系建设，增加营销投入，加强行业技术引导，树立专业形象，提高品牌知名度

和美誉度；充分利用在各地的营销服务网点，做好售前售后服务，提升用户满意

度和品牌忠诚度。在境外市场，公司将优先采取合作模式，树立品牌口碑，并利

用国内研发资源和当地服务力量，逐渐扩大品牌影响力。 

4、人才计划 

公司将秉持和发扬“容纳多元化的成功和个人价值”，以及“公司和员工共

同成长”的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完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和企业文化建设，在人才

引进和人才培养两个方面着力，打造业界一流的创新型学习型团队。 

2022 年公司将继续加强信息化和智能化的人力资源体系打造，通过 E-HR、



E-learning 等信息化系统，提升人才管理效能以及人力资源信息的准确度，支持

多业务齐头并进的快速发展。同时，人力资源部将建立内外部人才盘点，持续进

行文化、技能、知识的培训，加强多维度的激励，精准打造高素质专业团队。 

 

 

恒为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沈振宇 

2022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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