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力大视频 当虹科技冲刺科创板

本报记者 杨洁

经历四轮问询，当虹科技将于10月11日接受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委审议。 3月29日，当虹科技科创板上市申请获受理。 根据招股说明书，当虹科技是一家专注于智能视频技术的算法研究，面向传媒文化和公共安全等行业，提供智能视频解决方案和视频云服务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此次上市，公司拟募资逾6亿元，投入现有技术升级和前沿技术研发等领域。 面对5G加速建设所带动的4K/8K超高清视频发展需求，公司已做好准备。

研发费用占比较高

招股书介绍，当虹科技是国内智能视频软件开发行业，尤其是视频编转码软件开发市场中，少数具有高端产品自主研发能力的高科技企业，系中国数字音视频编解码技术标准工作组会员，是4K超高清实时编码器产品的核心供应商。 根据数字音视频编解码技术标准工作组官网披露，“数码视讯、当虹科技等企业的广播级AVS2超高清实时编码器

正逐步推向市场” 。

当虹科技官方微信文章介绍，公司有6年超高清技术研发历史，目前积累约50个超高清用户使用、超200场超高清现场直播案例，先行4K、兼顾8K，已经构建业界首台基于8K/H.265+8K/AVS2双编码核心的8K直播能力平台（双模编码+双模解码）。

根据招股书，公司2016年、2017年、2018年及2019年上半年（简称“报告期”）投入的研发费用占当期营收的比重分别为19.67%、19.62%、17.99%及26.57%，在相关领域拥有30项已授权的发明专利和103项软件著作权。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的研发人员为155人，占员工总数的比例为68.58%。

公司已成为国内视频技术领域中少数全面拥有自主核心技术的厂家之一。 公司的视频转码算法、全平台播放引擎、智能人像识别、视频云服务等技术通过自主研发方式进行，相比较采用开源软件的企业而言，更有助于创新型解决方案的产出和产品的持续迭代。

当虹科技的经营模式主要为自主研发独立及嵌入式智能视频处理软件并进行销售，同时为客户提供以视频处理为核心的多功能视频云服务。 在传媒文化领域，当虹科技提供视频内容采集、生产、传输分发和终端播放等相关产品及服务；在公共安全领域，当虹科技为公安、司法等政府部门提供人像大数据实战应用平台、移动视频警务等相关产

品及服务。

公司已覆盖国内主要的 IPTV运营商、三大电信运营商、主流互联网视频公司、公安司法等公共安全行业用户，包括七大互联网电视集成播控平台牌照商、IPTV国家级及省二级播控平台、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阿里体育、腾讯等行业优质客户。

报告期内，当虹科技实现的营业收入分别为1.02亿元、1.3亿元、2.04亿元和7807.92万元，归母净利润分别为3567.41万元、4068.12万元、6389.81万元和1272.31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当虹科技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525.14万元、1441.05万元、620.55万元、-3258.80万元，均大幅低于当期净利润，公司在经历问询后补充说明相关风险。公司表示，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针对存货采购和职工薪酬而支付的现金增幅大于销售商品收到的货款增幅。第一，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尤其是在4K/8K超高清领域和公共安全智能视频结构化等方面提前布局产品研发，研发人员逐年增长，相

应的薪资支出大幅增加；第二，公司业务规模快速发展，相应的存货采购规模逐年增长，销售回款和采购付款具有不同信用期；第三，由于传统媒体、新媒体、公共安全领域客户审批流程长、报告期内项目规模和项目周期变长等影响，部分客户付款较慢。

受阿里系青睐

根据招股书及问询回复，当虹科技最初系另一家科创板上市公司虹软科技的下属公司，2015年，因虹软科技打算专注于视觉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决定剥离非主营业务及相关资产，并非虹软科技主营业务板块且当时尚未实现盈利的当虹科技便通过管理层收购另立门户。 当虹科技目前的实控人孙彦龙，此前系虹软科技关联企业的副总裁，其可支配表决权的股份比例合计为51.47%。

针对这一层历史渊源，上交所也进行了问询，要求说明虹软科技剥离当虹科技后的业务范围与当虹科技是否存在重合或者潜在的竞争情形、是否存在重合客户、供应商情形。

当虹科技表示，公司的客户主要为传媒文化及公共安全行业用户，供应商主要为服务器、显卡、视频采集卡及交换机等硬件以及CDN等云服务供应商。而虹软科技的主要客户包括三星、华为、小米等全球知名手机厂商，供应商主要为软件开发服务、业务咨询及硬件设备等供应商。公司主要从事的业务与虹软科技的主营业务存在明显差异，公司具

备经营所需的独立、完整的业务体系，与虹软科技的客户和供应商存在差异，不存在重合的情形。

从当虹科技的股东榜单来看，阿里系对公司青睐有加。阿里巴巴联合创始人谢世煌及其旗下湖畔山南投资基金2017年4月分别投资3000万元，各自获得2%的股权。 此外，被阿里系基金大手笔持仓的华数传媒和光线传媒也分别持有当虹科技大比例股份。 华数传媒资本、华数虹欣投资分别持有当虹科技4.47%、2.25%的股份；光线传媒直接持有当虹

科技10.53%的股份。

此外，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的全资子公司中信证券投资于2017年4月投资入股了当虹科技，目前直接持有约1.49%股份。

除了历史渊源问题，上交所还重点关注了当虹科技的合同收入确认问题。 上交所要求当虹科技说明2018年底部分合同收入确认时间短于其他月份的原因，报告期内其他年份是否存在类似情况，是否符合行业经营惯例，是否存在突击确认收入的情形。

招股书显示，当虹科技2018年100万以上有验收条款的合同中4个年底项目的合同签订到上线验收时间短于10天，短于其他月份。 公司称，这是因为存在先实施后签约的情况，项目实际执行周期较长，实际执行周期不存在明显短于其他月份的情况。

当虹科技还表示，同行业公司也多存在“先实施后签约”的情况，公司“先实施后签约”符合行业经营惯例。 公司存在较多在合同签订、项目签收或者上线验收之前已经开始实施的内外部证据，不存在突击确认收入的情况。

聚焦大视频发展机遇

当虹科技表示，作为国内专业的智能视频解决方案和视频云服务提供商，公司专注于智能视频技术的研发与应用，目前已经形成了智能视频解决方案和视频云服务的整体视频服务，全面覆盖了内容采集、生产、传输分发、终端播放等环节。 未来公司将在现有业务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公司在行业核心技术、优质客户资源、优质的团队等方面的优

势，进一步开拓下游市场的市场空间，抓住全球大视频时代发展的历史机遇，扎根我国大视频行业本土化服务，在深耕传媒文化领域的基础上大力开拓我国公共安全市场，聚焦我国大视频行业发展的两大国计民生方向，同时满足社会发展的精神文化诉求与安全稳定诉求，打造公司发展双引擎，实现公司长期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在传媒文化领域，根据《2018年通信业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末，IPTV用户净增3316万户，同比增长27.10%，总量达到1.55亿户，用户规模稳定增长，使得互联网视频企业对智能视频技术产生的巨大需求。

在公共安全领域，根据艾瑞咨询发布的《2019中国AI+安防行业发展研究报告》显示，2018年AI+安防市场规模达135亿元，2017年至2020年复合年均增长率达到125.5%，2020年预计规模达453亿元，行业价值量将大幅度提升，而技术创新将成为这一轮主导的竞争要素，具备交付智能化产品和方案的厂商将脱颖而出。

针对上述两大领域方向，当虹科技拟通过科创板上市募集6亿元资金，用于下一代编转码系统升级建设项目、智能安防系列产品升级建设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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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细胞闯关科创板

多个核心产品处于III期临床研究阶段

□本报记者 傅苏颖

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

（简称“神州细胞” ）科创板上市申请近日获

受理。 神州细胞是一家领先的创新型生物制

药研发公司，专注于恶性肿瘤、自身免疫性疾

病、 感染性疾病和遗传病等多个疾病治疗和

预防领域的生物药产品研发与产业化。 公司

选用了第五套科创板上市标准。 此次公司拟

募资19.82亿元， 用于7个核心产品临床研究

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产品线丰富

神州细胞的前身是神州细胞有限公司，

由新诺生物出资设立， 于2007年4月23日注

册成立，设立时注册资本为130万美元。

从股权结构来看， 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

日，谢良志直接持有公司4.33%股份，间接控

制74.69%，谢良志合计控制公司79.02%的股

份，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经过十多年的生物制药技术积累和创

新， 神州细胞已建立覆盖生物药研发和生产

全链条的高效率、高通量技术平台，并自主研

发了多样化及具有特色的单克隆抗体、 重组

蛋白、疫苗等生物药产品管线。 公司致力于为

国内及国际患者提供高质量、 低成本的治疗

选择， 满足日益增长的国内外生物药市场的

巨大需求。

与传统的小分子药物相比， 公司所在生

物药行业开发的大分子生物药具有高特异性

和选择靶向性， 使该等药物具有更好的耐受

性、更小的毒副作用及优异疗效，且创新生物

药具有更高的临床成功率。

经过长达17年的努力， 公司及其子公司

自主建立了从靶点蛋白筛选到候选药物的全

套创新生物药发现上游技术平台体系。 这些

技术平台可以分为以下5个核心技术体系：创

新中和抗体候选药物发现技术体系， 生物药

高效生产工艺技术体系， 生物药质量控制技

术体系，生物药成药性评价技术体系；规模化

生产及管理技术体系。 公司拥有主流生物药

生产技术平台， 可满足多种类型生物药的产

业化需求，公司建立了CHO细胞和昆虫细胞

的高效表达体系和生产工艺技术平台， 可满

足不同分子量大小、 不同糖基化修饰蛋白药

物、单克隆抗体药物、抗体片段药物、病毒样

颗粒疫苗等生物药产业化需求。

公司在发现及研发创新药的领域拥有较

强能力。 截至7月31日，公司的产品管线包括

21个创新药和2个生物类似药， 其中8个产品

获准进入临床研究阶段，6个品种完成成药性

评价进入临床前研究阶段，9个品种完成候选

药物开发进入成药性评价阶段； 还有多个靶

点的药物处于候选药物发现和确认阶段，全

部品种均为公司自主独立研发， 在全球范围

内拥有商业化权益。

行业发展空间大

神州细胞所处的生物药市场增长迅速。

生物药包括单克隆抗体、重组治疗性蛋白、疫

苗、血制品、细胞与基因治疗以及其他生物疗

法诸如组织和溶瘤病毒药物等。

根据Frost&Sullivan的预测，全球生物

药市场预计将自2018年的2618亿美元增至

2023年的4021亿美元， 复合年增长率接近

9.0%。而国内生物药市场随着经济增长及慢

性病患病率的上升， 将从2018年的2622亿

元增至2023年的6412亿元，复合年增长率接

近19.6%。

2017年， 全球单克隆抗体市场占生物药

市场份额为43.2%，而我国单克隆抗体市场只

占生物药市场的5.4%。 这显示出了我国单克

隆抗体市场的巨大市场潜力。 我国生物药市

场占比第二的血制品市场， 在全球生物药市

场中绝大部分都已被重组治疗蛋白所取代。

神州细胞主要产品均为生物药， 包括凝

血八因子及多种单克隆抗体产品， 均以低免

疫原性、高稳定性、靶性强、长效及生物利用

度高作为研发的主要方向， 符合行业发展情

况及未来发展趋势。

公司现阶段的核心产品包括SCT800/重

组凝血八因子、SCT200/EGFR单抗等，分别

在开展7项III期临床研究、5项II期临床研究

和4项I期临床研究。

从公司主要产品的竞争格局来看， 以凝

血八因子为例，招股说明书显示，公司完成了

重组凝血八因子（SCT800产品，用于治疗甲

型血友病）的成人及青少年按需治疗III期临

床研究， 正在进行数据清理相关工作以及临

床研究报告相关准备工作；同时，公司正在进

行SCT800的儿童、成人及青少年预防治疗III

期临床研究。

根据Frost&Sullivan� 的预测， 预计至

2030年， 我国血友病药物产业结构将由以血

源性凝血八因子为主的产业结构调整至以重

组凝血八因子为主的产业结构， 重组凝血八

因子药物的市场份额将由2018年的58%增长

至2030年的80%。

招股说明书显示， 目前神州细胞研发的

重组凝血八因子SCT800具有产能高及稳定

性优的优势。 此外，在已经完成的按需治疗的

III期临床研究中， 也显示了与同类品种相同

的安全性和临床疗效。公司预计未来6个月内

就SCT800递交中国新药上市申请，其可能是

中国第一个本土企业获批上市的重组凝血八

因子品种，市场前景巨大。

采用第五套标准

神州细胞采用了第五套科创板上市标

准：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40亿元，主要业务

或产品需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市场空间大，

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医药行业企业需至

少有一项核心产品获准开展II期临床试验，其

他符合科创板定位的企业需具备明显的技术

优势并满足相应条件。

招股说明书显示，自设立以来，神州细胞

获得了多家专业投资机构的融资， 部分投资

机构聚焦于投资医药行业。 参照公司最近一

次融资后估值逾110亿元，结合可比公司在境

内外市场的估值等情况， 基于对公司市值的

预先评估，公司预计市值不低于40亿元；公司

主要业务已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 市场空间

大，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果；截至本招股说明

书签署日， 公司共有6项核心产品获准开展II

期及III期临床试验， 公司符合第五套科创板

上市标准。

报告期内， 由于公司的产品处于研发阶

段尚未实现商业化， 生物药研发业务尚未产

生营业收入，同时研发投入持续增长，公司尚

未盈利。 招股说明书显示，2016年-2018年及

2019年 1-3月， 公司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9812.58万元、599.27万元、294.57万元及86.08

万元； 归母净利润分别为-1214.29万元、-1.

41亿元、-4.53亿元和-1.08亿元。截至2019年

3月31日，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7.45亿元。

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日， 公司尚未盈利且存

在累计未弥补亏损， 主要原因是公司仍处于

产品研发阶段、 研发支出较大。 公司2016年

-2018年及2019年1-3月的研发费用分别为

1.2亿元、1.89亿元、4.35亿元及1.04亿元。

中国电器提交科创板注册申请

□本报记者 董添

10月8日，中国电器提交了科创板注册申请。 10月

7日，中国电器回复了上交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的科创板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 回复

显示， 公司在上市后三年内不存在将武汉电器所与广

州电器院业务或资产重组进入发行人的安排或计划。

招股说明书显示， 公司拟募集资金合计约9.09亿

元，用于电器质量基础技术研发能力提升等项目。中国

电器是国机集团下属企业， 这意味着又一家央企子公

司将登陆科创板。

拟募资逾9亿元

10月8日晚，上交所官网显示，中国电器提交了科

创板注册申请。 9月30日晚，上交所发布第28次科创板

上市委审议结果，同意中国电器科创板首发上市申请，

成为2019年科创板过会的第60家企业。

公告显示，中国电器是国家首批转制科研院所，前

身为始建于1958年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广州电器科学

研究所， 长期从事电器产品环境适应性基本规律与机

理研究， 致力于提升我国电器产品在不同的气候、机

械、化学、电磁等复杂环境中的适应能力，提升电器产

品质量水平。公司控股股东是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实际

控制人是国务院国资委。

10月7日， 中国电器回复了上交所上市委会议意

见落实函。 针对上交所提出的“是否有上市后三年内

将武汉电器所与广州电器院部分业务或资产重组进入

发行人的安排或计划” 一事进行了回复。

中国电器表示， 武汉电器所主营的仪器仪表销

售及技术服务等业务与公司的主营业务定位、 核心

技术均存在实质差异， 广州电器院主营的房屋租赁

亦不属于公司主营业务；武汉电器所、广州电器院较

多资产权属存在瑕疵，不具备注入上市公司条件。基

于上述原因， 公司在上市后三年内不存在将武汉电

器所与广州电器院业务或资产重组进入发行人的安

排或计划。

招股说明书显示，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5000万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12.36%，发行后总股本为40450

万股，募集资金合计约9.09亿元。 其中，电器质量基础

技术研发能力提升项目拟投入1.43亿元、 重大技术装

备环境适应性公共技术服务平台项目拟投入3.26亿

元、擎天聚酯树脂项目拟投入1.85亿元、补充流动资金

拟使用2.55亿元。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为3.08元。

2019年一季度、2018年度、2017年度和2016年

度，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6.76亿元、25.98亿元、19.42

亿元和15.81亿元； 实现归母净利润分别为5345.6万

元、2.07亿元、1.12亿元和1.31亿元。

公告显示，上述报告期内，公司境外主营业务收入

占比分别为22.46%、24.51%、23.22%以及20.67%。 公

司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对外输出家电智能制造

技术，主要向阿尔及利亚、埃及、印度、巴基斯坦等“一

带一路” 沿线国家提供智能化家电生产线设计与制造

服务。

三大业务差异性大

上交所在《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中披露，公司存

在三种业务，分别为质量技术服务、智能装备业务和环

保涂料及树脂业务，三种业务差异较大，要求公司说明

各细分业务之间是否具有协同关系， 公司未来业务的

主要发展方向。

中国电器表示，从公司业务发展脉络看，质量技术

服务业务属于公司最早发展的业务， 后续在长期共性

技术研发和质量技术服务过程中， 公司基于市场对于

生产装备以及防护材料质量提升的需求， 通过核心技

术成果转化，进一步为客户提供智能装备、环保涂料及

树脂等产品， 协同质量技术服务业务提升电器制造行

业整体技术水平， 为电器产品质量提升提供系统解决

方案。

公司表示， 虽然公司主营业务三个领域以服务于

电器产品质量提升为主要目的， 但三类业务处在产业

链的不同环节，在应用的技术、业务模式和行业属性等

方面存在差异，整体协同性较低。

招股说明书显示，2019年一季度， 公司质量技术

服务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11亿元， 占营业总收入的

16.65%； 智能装备业务实现营业收入3.68亿元， 占比

55.29%；环保涂料及树脂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87亿元，

占比28.07%。 从近几年数据看，智能装备业务营业收

入占比逐步提升，质量技术服务业务、环保涂料及树脂

业务占比逐步下滑。

提示风险

公告显示，公司存在技术开发、知识产权受到侵害

和泄密、下游行业周期波动、市场竞争加剧、境外经营、

质量控制、应收账款坏账、存货跌价等风险。

应收账款坏账风险方面，2016年、2017年、2018年

底及2019年3月31日， 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分别为

3.3亿元、4.26亿元、5.62亿元以及6.53亿元， 占各期末

总 资 产 比 重 分 别 为 18.48% 、17.81% 、21.34% 及

25.56%。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余额

分别为5541.54万元、6289.08万元、7713.95万元及

7625.49万元。若公司较多客户发生经营困难或者与公

司合作关系出现不利状况， 可能导致回款周期增加甚

至无法收回货款。

存货跌价风险方面，上述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存货

账面价值分别为4.1亿元、6.05亿元、6.19亿元及5.38亿

元， 占各期末总资产比重分别为22.62%、25.29%、

23.49%及21.06%， 各期末公司存货跌价准备分别为

1762.94万元、1572.11万元、1639.69万元及1526.74万

元。如果市场需求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可能导致存货的

可变现净值降低，公司将面临存货跌价损失。

市场竞争加剧风险方面，公司质量技术服务、智能

装备、环保涂料及树脂业务均属于竞争性行业，公司依

托多年来在电器行业共性技术的持续研发积累， 在上

述业务领域形成较强的行业影响力及竞争优势， 与格

力电器、美的集团、海尔集团等主要电器厂商，比亚迪、

国轩高科等国内主流动力电池厂商建立起稳定的合作

关系。未来随着行业技术成熟度的逐步提升，更多的厂

商将进入该领域，导致市场竞争加剧，若公司无法及时

提升技术研发能力，提高产品及服务竞争力，更好地满

足下游客户的需求，则将面临市场份额下降的风险，影

响公司持续稳定发展。

□本报记者 杨洁

研发费用占比较高

招股书介绍，当虹科技是国内智能视频

软件开发行业，尤其是视频编转码软件开发

市场中，少数具有高端产品自主研发能力的

高科技企业，系中国数字音视频编解码技术

标准工作组会员，是4K超高清实时编码器产

品的核心供应商。根据数字音视频编解码技

术标准工作组官网披露，“数码视讯、当虹科

技等企业的广播级AVS2超高清实时编码器

正逐步推向市场” 。

当虹科技官方微信文章介绍， 公司有6

年超高清技术研发历史，目前积累约50个超

高清用户使用、 超200场超高清现场直播案

例，先行4K、兼顾8K，已经构建业界首台基

于8K/H.265+8K/AVS2双编码核心的8K直

播能力平台（双模编码+双模解码）。

根据招股书， 公司2016年、2017年、

2018年及2019年上半年（简称“报告期” ）

投入的研发费用占当期营收的比重分别为

19.67%、19.62%、17.99%及26.57%， 在相关

领域拥有30项已授权的发明专利和103项软

件著作权。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的研发

人员为155人，占员工总数的比例为68.58%。

公司已成为国内视频技术领域中少数

全面拥有自主核心技术的厂家之一。公司的

视频转码算法、全平台播放引擎、智能人像

识别、视频云服务等技术通过自主研发方式

进行， 相比较采用开源软件的企业而言，更

有助于创新型解决方案的产出和产品的持

续迭代。

当虹科技的经营模式主要为自主研发

独立及嵌入式智能视频处理软件并进行销

售，同时为客户提供以视频处理为核心的多

功能视频云服务。 在传媒文化领域，当虹科

技提供视频内容采集、生产、传输分发和终

端播放等相关产品及服务； 在公共安全领

域，当虹科技为公安、司法等政府部门提供

人像大数据实战应用平台、移动视频警务等

相关产品及服务。

公司已覆盖国内主要的IPTV运营商、

三大电信运营商、 主流互联网视频公司、公

安司法等公共安全行业用户，包括七大互联

网电视集成播控平台牌照商、IPTV国家级

及省二级播控平台、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

国联通、阿里体育、腾讯等行业优质客户。

报告期内，当虹科技实现的营业收入分

别为1.02亿元、1.3亿元、2.04亿元和7807.92

万元， 归母净利润分别为3567.41万元、

4068.12万元、6389.81万元和1272.31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 当虹科技报告期内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525.14万

元、1441.05万元、620.55万元、-3258.80万

元，均大幅低于当期净利润，公司在经历问询

后补充说明相关风险。公司表示，主要原因为

报告期内针对存货采购和职工薪酬而支付的

现金增幅大于销售商品收到的货款增幅。 第

一，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尤其是在4K/8K

超高清领域和公共安全智能视频结构化等方

面提前布局产品研发，研发人员逐年增长，相

应的薪资支出大幅增加；第二，公司业务规模

快速发展，相应的存货采购规模逐年增长，销

售回款和采购付款具有不同信用期；第三，由

于传统媒体、新媒体、公共安全领域客户审批

流程长、 报告期内项目规模和项目周期变长

等影响，部分客户付款较慢。

受阿里系青睐

根据招股书及问询回复， 当虹科技最初

系另一家科创板上市公司虹软科技的下属公

司，2015年，因虹软科技打算专注于视觉人工

智能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决定剥离非主营业

务及相关资产， 并非虹软科技主营业务板块

且当时尚未实现盈利的当虹科技便通过管理

层收购另立门户。 当虹科技目前的实控人孙

彦龙，此前系虹软科技关联企业的副总裁，其

可支配表决权的股份比例合计为51.47%。

针对这一层历史渊源，上交所也进行了

问询，要求说明虹软科技剥离当虹科技后的

业务范围与当虹科技是否存在重合或者潜

在的竞争情形、是否存在重合客户、供应商

情形。

当虹科技表示，公司的客户主要为传媒

文化及公共安全行业用户，供应商主要为服

务器、显卡、视频采集卡及交换机等硬件以

及CDN等云服务供应商。而虹软科技的主要

客户包括三星、华为、小米等全球知名手机

厂商，供应商主要为软件开发服务、业务咨

询及硬件设备等供应商。公司主要从事的业

务与虹软科技的主营业务存在明显差异，公

司具备经营所需的独立、 完整的业务体系，

与虹软科技的客户和供应商存在差异，不存

在重合的情形。

从当虹科技的股东榜单来看，阿里系对

公司青睐有加。阿里巴巴联合创始人谢世煌

及其旗下湖畔山南投资基金2017年4月分别

投资3000万元，各自获得2%的股权。 此外，

被阿里系基金大手笔持仓的华数传媒和光

线传媒也分别持有当虹科技大比例股份。华

数传媒资本、华数虹欣投资分别持有当虹科

技4.47%、2.25%的股份；光线传媒直接持有

当虹科技10.53%的股份。

此外，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的全资子

公司中信证券投资于2017年4月投资入股了

当虹科技，目前直接持有约1.49%股份。

除了历史渊源问题，上交所还重点关注

了当虹科技的合同收入确认问题。 上交所要

求当虹科技说明2018年底部分合同收入确

认时间短于其他月份的原因，报告期内其他

年份是否存在类似情况，是否符合行业经营

惯例，是否存在突击确认收入的情形。

招股书显示，当虹科技2018年100万以

上有验收条款的合同中4个年底项目的合同

签订到上线验收时间短于10天，短于其他月

份。 公司称，这是因为存在先实施后签约的

情况，项目实际执行周期较长，实际执行周

期不存在明显短于其他月份的情况。

当虹科技还表示，同行业公司也多存在

“先实施后签约”的情况，公司“先实施后签

约”符合行业经营惯例。 公司存在较多在合

同签订、项目签收或者上线验收之前已经开

始实施的内外部证据，不存在突击确认收入

的情况。

聚焦大视频发展机遇

当虹科技表示，作为国内专业的智能视

频解决方案和视频云服务提供商，公司专注

于智能视频技术的研发与应用，目前已经形

成了智能视频解决方案和视频云服务的整

体视频服务，全面覆盖了内容采集、生产、传

输分发、终端播放等环节。 未来公司将在现

有业务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公司在行业核心

技术、优质客户资源、优质的团队等方面的

优势， 进一步开拓下游市场的市场空间，抓

住全球大视频时代发展的历史机遇，扎根我

国大视频行业本土化服务，在深耕传媒文化

领域的基础上大力开拓我国公共安全市场，

聚焦我国大视频行业发展的两大国计民生

方向，同时满足社会发展的精神文化诉求与

安全稳定诉求，打造公司发展双引擎，实现

公司长期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在传媒文化领域，根据《2018年通信业统

计公报》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末，IPTV用户

净增3316万户， 同比增长27.10%， 总量达到

1.55亿户，用户规模稳定增长，使得互联网视

频企业对智能视频技术产生的巨大需求。

在公共安全领域，根据艾瑞咨询发布的

《2019中国AI+安防行业发展研究报告》显

示，2018年AI+安防市场规模达135亿元，

2017年至 2020年复合年均增长率达到

125.5%，2020年预计规模达453亿元， 行业

价值量将大幅度提升，而技术创新将成为这

一轮主导的竞争要素，具备交付智能化产品

和方案的厂商将脱颖而出。

针对上述两大领域方向，当虹科技拟通

过科创板上市募集6亿元资金， 用于下一代

编转码系统升级建设项目、智能安防系列产

品升级建设项目等。

发力大视频 当虹科技冲刺科创板

� 经历四轮问询，当虹科技将于

10月11日接受上交所科创板上市

委审议。3月29日，当虹科技科创板

上市申请获受理。 根据招股说明

书，当虹科技是一家专注于智能视

频技术的算法研究，面向传媒文化

和公共安全等行业，提供智能视频

解决方案和视频云服务的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

此次上市， 公司拟募资逾6亿

元，投入现有技术升级和前沿技术

研发等领域。 面对5G加速建设所

带动的4K/8K超高清视频发展需

求，公司已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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