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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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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592,342,687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80 元（含
税）
，送红股 0 股（含税）
，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大立科技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2214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范奇

包莉清

办公地址

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 639 号

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 639 号

传真

0571-86695649

0571-86695649

电话

0571-86695638

0571-86695649

电子信箱

fanqi@dali-tech.com

baoliqing@dali-tech.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业务涵盖红外及光电类产品和巡检机器人类产品两大领域。
1、红外及光电类产品领域
公司是国内少数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能够独立研发、生产红外热成像相关核心芯片、机芯组件到
整机系统全产业链完整的高新技术企业，是国内综合实力最强的红外产品供应商之一。
（1）红外热成像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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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具有非制冷红外焦平面探测器自主研发及产业化的能力，是国内唯一实现 “非晶硅”和“氧化钒”
双技术路线量产的公司，已实现量产像元间距25um/17um/15um/12um等型谱系列产品，封装类别涵盖金属
封装、陶瓷封装和晶圆封装。在“十二五”、“十三五”两期核高基专项的支持下，研发和产业化能力大幅提
升，前期发布的业内首款3072×2048分辨率600万像素级红外探测器，不断巩固国内非制冷红外焦平面探测
器领域领导者的地位。
（2）红外热像仪及光电系统产品
公司是红外热成像领域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土企业之一，产品广泛应用于国防、工业和电力监测、检
验检疫、个人消费、智能驾驶、安防监控等行业。
在民品领域，公司利用在红外测温领域的技术优势，不断巩固电力、石化等行业的优势，还积极开拓
在健康养老、个人消费、智能驾驶、环境监测等领域的应用，努力实现低成本应用；在装备领域，公司不
断拓展应用场景，紧贴用户需求，不断优化产品结构，实现在精确制导、火控瞄准、夜视侦察和光电对抗
等多领域提供产品，近年还成功拓展了光电惯导领域。通过对北京航宇智通技术有限公司的并购，公司进
入航空光电系统产品领域。
2、巡检机器人类产品
公司整合在红外测温、光电惯导、图像识别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技术储备和研发投入，成功研发多型
巡检机器人，前期已多次中标国家电网机器人招标采购。公司还围绕“新基建”需求，深挖巡检机器人在特
高压、轨道交通和大数据中心等新兴建设领域的市场潜力，在电力行业的基础上，现已成功开拓巡检机器
人在轨道交通和IDC数据机房等领域的应用，拓宽产品赛道。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紧密围绕公司年度经营目标，严格执行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各项决议，积极开
展各项经营管理活动，全力加快创新步伐和团队建设，有力提升了公司的品牌影响力，保持了公司较为健
康良好的发展态势。具体落实如下。
1、持续技术研发投入
红外热成像技术在民用、装备等市场都具备广阔的市场应用前景。在民用领域，相对高昂的价格限制
了民品的普及和应用，在需求和技术推动的双重牵引下，主要围绕提高产品性价比、降低最终用户使用成
本等方向发展；在装备领域，对高分辨率红外产品的需求持续提升，主要围绕提升产品性能、提高产品环
境适应性等方向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技术研发和新品开发，报告期内研发投入17,560.33万元，占公司营业收入的
21.80%，较上年同期增加5,240.55万元，增长42.54%。在研发项目的持续投入，将为公司未来业务发展打
下坚实的技术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已启动定增项目中的“研发及实验中心建设项目”设立北京研发及实验中心，实施完成
后可使公司迅速跻身国内光电系统行业研制单位前列，实现公司在光电技术专业领域创新跨越式发展,后续
将与杭州、上海两地研发中心实现协同，充分利用各地优势整合资源，加速公司技术升级。
2、持续巩固芯片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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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公司中标电子元器件领域工程研制项目，为非制冷红外科研领域高分辨率技术方向。本
次独立中标项目课题，是公司继“十二五”、“十三五”期间独立承担“核高基”专项任务后，第三次独立承担
电子元器件领域科研重大专项，接续了 “核高基”专项非制冷红外科研领域的技术方向，标志着国家科研主
管部门对非制冷红外非晶硅技术路线的持续认可，标志着装备对高分辨率非制冷红外器件的持续需求，也
标志着公司在红外热成像核心芯片——非制冷红外焦平面器件的研制和产业化领域持续保持国内领先状
态。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已累计收到中央财政下达的“电子元器件领域工程研制”项目资金1,451万元，
标志着专项实施顺利已如期通过相关考核节点。该项目现正按计划开展研制。
2021年6月，公司承担的某电子信息产业技术改造类项目获得政府补助资金5,000.00万元。该项目技术
来源于公司前期承担的国家重大专项科研成果，通过新增半导体工艺类设备和测试封装类设备进行工艺升
级和产能提升，计划提升公司非制冷红外探测器芯片工艺水平和产能规模。该项目也标志着国家行业主管
部门对公司非制冷红外探测器芯片技术先进性和现有产业化基础的认可。项目现正按计划开展工作。
2021年8月，公司在多年非晶硅技术路线非制冷红外探测器技术的基础上，通过设计优化、工艺创新，
自主研制成功17μm像元和12μm像元2个型谱平台的四款氧化钒探测器并实现量产。氧化钒产品已于2021年
三季度开始对外销售，并已大批量应用在公司户外狩猎系列热像仪产品上投放市场。公司实现了国内唯一
“非晶硅”和“氧化钒”双技术路线均量产，实现了在非制冷红外探测器产品定位上的高-低搭配。
2021年9月，公司与北方夜视科技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整合组建合资
公司，专注于非制冷红外探测器及机芯研发生产，生产全型谱系列的非制冷红外探测器，全面满足市场需
求。推动非制冷红外探测器产业独立自主发展，努力实现核心器件的自主可控。相关合作事项稳步推进，
目前进展顺利。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十三五”核高基重大专项已完成验收；报告期内，公司晶圆级封装探测器研发取
得重要进展，产品合格率持续提升，封装成本不断降低。公司持续推进晶圆级封装产品产业化，推出了千
元级红外热像解决方案，实现市场拓展，努力推进红外产品进入家庭应用。
3、民用产品领域
公司在2020年中表现突出的防疫类产品已由应急式采购进入常态化部署的状态，进入长期持续供货的
新阶段。通过本次疫情，给红外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机遇，极大提高了全社会对红外产品的认知和接受
程度，对红外产品的质量、服务和成本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报告期内，公司依托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非
晶硅技术路线在红外测温领域的独特优势，重点开拓政府采购和商业客户的测温需求，不断巩固电力、石
化等传统领域的优势地位，优化产品结构提升集成度，继续重点开发电网全息感知平台和巡检机器人等产
品；同时，利用新量产的氧化钒技术路线产品，深挖市场需求不断加大新行业的应用拓展，重点投入个人
消费、智能驾驶等新兴应用领域和的开发。
工业测温领域，公司不断优化红外监控系统产品，为各类电站监控场景提供解决方案。电力行业是公
司民品的传统优势市场，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发展低碳能源的号召，针对太阳能、风能及其他分布式能源系
统的特点，整合在红外监控、光电惯导、图像识别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技术储备和研发投入，开发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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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电网设备状态全息感知平台”可实时、准确监控电站各类安全状态，实现构建智能电站。
巡检机器人领域，产品不断取得新突破。公司整合在红外监控、光电惯导、图像识别及人工智能等领
域的技术储备和研发投入，成功研发多型巡检机器人，前期已多次中标国家电网机器人招标采购。公司积
极响应国家“新基建”建设，利用公司在电力行业积累的相关经验，又成功开拓巡检机器人在轨道交通和IDC
数据机房等领域的应用，拓宽产品赛道，打造以巡检机器人为平台的新的业务增长点。
个人消费领域，公司结合户外打猎、旅游消费时尚，积极推广户外热像仪，为户外旅游提供安全保障。
智能驾驶领域，公司利用在车载夜视领域的多年积累，为智能驾驶技术提供低成本视觉感知方案，为
“端到端”的智能驾驶规模化应用提供可能。
除继续推进个人消费、智能驾驶等重点领域的良好进展，公司还积极推进低成本晶圆级封装红外探测
器在智慧楼宇、智慧工厂等物联网应用领域的拓展。
4、型号装备领域
在装备市场方面，近年来红外及光电系统产品在我国装备领域的应用处于快速提升阶段，包括红外望
远镜、红外瞄准镜、光电吊舱和红外制导武器在内的红外装备市场迎来快速发展，但相比欧美发达国家我
国仍处在大力追赶阶段，市场空间巨大。公司积极投身协同创新的国家战略，坚持立足于光电领域拓展业
务，紧密跟踪国际先进光电技术发展趋势，不断推出满足装备应用要求的新产品。公司产品已涵盖光电制
导、火控瞄准、光电对抗和夜视侦察等多领域，并成功拓展了光电惯导领域。
报告期内，前期多型已定型装备型号生产任务饱满，公司实现任务按期高质量交付；多个科研型号任
务进展顺利，如期进入批产阶段。公司持续加大装备科研投入力度，积极参与装备科研项目竞标，在研项
目保持稳定增长，产品不断拓展在各类型号装备中的应用。公司前期已获批承担的装备换装自产红外探测
器任务，在报告期内进展顺利，产品持续交付，为推进装备自主可控贡献了力量。
在系统级产品领域，公司机载光电吊舱开发及产业化项目目前进展顺利。报告期内，已经如期完成样
机研制，正在开展挂飞等相关科目试验，对样机进行充分验证。通过定增项目中的“光电吊舱开发及产业
化项目”能够为光电吊舱项目的实施提供产业化支持。机载光电吊舱是现代作战飞机拓展对地攻击功能的
标准配置，是光电领域的尖端装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强大的产业链带动能力，目前只有少数发达国
家具有研制能力。该产品是公司装备产业升级的重要方向，将使公司在机载装备领域由目前的核心部件供
应商升级为分系统供应商，有效提升公司装备业务的发展空间。
2021年10月，公司与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共同
发起成立能够独立核算的合资公司，积极开展光电装备项目研发合作。合资公司在2021年12月底完成了工
商设立登记，取得了营业执照，公司与中科院长春光机所的合作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合资公司将以长光
机已中标的相关光电装备类项目为基础开展产业化合作，努力推动合资公司成为企业与科研机构合作的典
范，同时带动公司的技术进步，实现科研成果的产业化高效落地。
5、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成功发行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840

4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号）核准，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17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了 41,259,038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
上述非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已于 2021 年 3 月 2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非公
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458,666,666 股增加至 499,925,704 股，注册资本也相应发生了变更。
光电行业属于资金及技术密集型行业，建设生产线的投资金额大、技术难度高、投资周期较长，且具
有较强的规模效应。公司现有红外产品产能规模有限，已无法充分满足市场日益增长的红外产品需求。公
司在报告期内启动了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以进一步完善红外产业布局，扩张优势产品产能，抓住红外行
业升级降本的机遇，稳固行业领先的市场地位。
本次募集资金拟投建的“全自动红外测温仪扩建项目”将有效扩充公司测温类产品的产能，提升公司在
面对诸如本次疫情等应急性事件的生产能力；“年产30万只红外温度成像传感器产业化建设项目”将大幅提
升核心器件非制冷红外探测器的产能，以同步应对公司装备和民用产品产能扩张。同时，公司还考虑了产
业升级的需要，在本次募投项目中亦安排了“光电吊舱开发及产业化项目”，以显著提升公司红外装备研制
水平，并在机载装备领域实现从核心设备到整机系统的产品线升级，进一步提升公司装备业务发展空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将有利于公司提高在红外产品上的规模效应并持续保持行业领先地位，进而增强公司
综合竞争实力和抗风险能力，提升公司的市场占有率。
6、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高度认可，同时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
公司核心骨干员工的积极性，提高团队凝聚力和公司竞争力，有效推动公司的长远健康发展，2020年公司
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实际回购股份数量为3,364,548股，回购的
股份将用于对公司核心骨干员工实施股权激励。
2022年1月，公司启动了新一期的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拟在前次回购基础上，继续使用自有资金或自
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
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5.00元/股（含）。
公司持续健全人力资源管理体制，不断完善绩效考核有效性，提升薪酬福利竞争力，建立完善的培训
机制，加大管理人员和员工培训的投入；公司还将依托杭州、上海和北京三地研发中心，加强与当地院校、
研究机构及企业间的合作，建立密切、长久、融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加强公司人才储备力量，
保证公司在高速发展过程中对高技术人才的需求能够得以保障。同时大力招聘行业优秀人才加盟，为公司
业务的发展提供相匹配的人才储备，确保公司进入良性发展循环。
7、加大市场开发力度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拓宽行业应用，并为新用户提供系统解决方案，构建多层次营销网络，开通网商
渠道，积极推广巡检机器人、个人消费热像仪、车载夜视等新产品。通过持续提升客户服务能力和覆盖网
络，为用户提供专业高效的服务。不断完善和推进经营管理策略，加大市场营销力度，发挥公司产品在技
术、性能、质量和成本等方面的优势，以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保证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公司
着力提高品牌的市场知名度和用户满意度，进一步提升公司在传统应用领域的市场竞争力，助推公司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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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热成像国内外市场的开拓发展。
8、推进产业基地投产进度
报告期内，公司二期厂房已正式投入使用，后续将结合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建设内容，加快推进二期
基地的投产进度。新的产业基地将为保证订单交付提供更好的硬件基础，保障年度任务的顺利完成，并布
局新兴产业的产业化能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化优势，为拓展民用领域相关行业应用提供支撑，
实现持续扩大市场占有率。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
单位：元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20 年末

2021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2019 年末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2,861,503,168. 1,853,512,354. 1,853,512,354.
35
10
10

54.38%

1,567,711,934. 1,567,711,934.
31
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2,524,539,573. 1,433,808,476. 1,433,808,476.
30
88
88

76.07%

1,150,039,495. 1,150,039,495.
08
08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20 年

2021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2019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805,430,043.45

1,090,187,751. 1,090,187,751.
05
05

-26.12% 530,450,787.23 530,450,787.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71,163,552.69 390,435,280.20 390,435,280.20

-56.16% 135,774,581.13 135,774,581.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0,599,644.44 375,390,124.92 375,390,124.92

-70.54% 117,165,896.20 117,165,896.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2,665,330.40 277,311,741.58 277,311,741.58

-95.43% 96,588,045.50 96,588,045.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

0.86

0.71

-59.15%

0.30

0.3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

0.86

0.71

-59.15%

0.30

0.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21%

30.49%

30.49%

-23.28%

12.48%

12.48%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92,978,834.21

347,297,728.47

101,120,520.76

64,032,960.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1,356,407.95

158,822,198.56

-9,333,294.98

-79,681,758.84

98,335,731.65

109,577,056.01

-17,384,157.97

-79,928,985.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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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177,658.51

30,397,156.61

-41,607,089.71

92,052,922.01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
36,770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41,192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0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庞惠民

境内自然人

章佳欢

境内自然人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26.73% 160,159,085
1.25%

7,491,480

深圳市优众纳
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优众纳
其他
阿甘－红牛 1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1.17%

7,013,440

廖鸿宾

1.14%

6,820,081

第一创业证券
－兴业银行－
第一创业聚增 2 其他
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0.99%

5,913,207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欧价值智 其他
选回报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0.78%

4,688,980

海通证券股份
国有法人
有限公司

0.76%

4,574,326

国寿养老策略 4
号股票型养老
金产品－中国 其他
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0.61%

3,669,661

深圳市优众纳
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优众纳
其他
阿甘-红牛 2 号
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0.59%

3,534,734

陈红强

0.57%

3,430,000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120,119,314 质押

数量
47,431,99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廖鸿宾为深圳市优众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优众纳阿甘－红牛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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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说明

圳市优众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优众纳阿甘-红牛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的实际控制
人。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1、公司股东深圳市优众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优众纳阿甘－红牛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6,994,360 股，通过普通
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9,08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7,013,440 股。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2、公司股东廖鸿宾通过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6,732,961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87,12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6,820,081 股。
说明（如有）
3、公司股东深圳市优众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优众纳阿甘-红牛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509,734 股，通过普通证券
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5,0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3,534,734 股。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公司于2020年6月30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97,000.00万元，用于全自动红外测温仪扩建项目、年产30万只红外温度成像传感器产业化建设项目、研发
及实验中心建设项目、光电吊舱开发及产业化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项目。上述议案经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0年7月1日、7月25日披露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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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2日，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41,259,038股于2021年3月2日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限售期为自上市之日起6个月。
2021年9月2日，上述非公开发行特定投资者持有的股份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合计49,510,845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8.2623%。
2、回购公司股份事项
公司于2019年12月9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2019年12月25日召开的2019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同意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
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
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4.80元/股（含）。并于2019年12月28日披露了《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
报告书》（2019-058）。本次回购股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2020年1月15
日，公司首次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了回购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
年1月16日披露的《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3）。
公司于2020年2月21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议案》，
同意将回购股份价格由不超过人民币14.80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26.00元/股（含）。具体回购股
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股份回购方案的其他内容保持不变。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0年2月22日披露的《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9）。
鉴于公司2019年度权益分派已于2020年6月18日实施完毕，根据公司《回购报告书》对本次回购股份的
价格上限进行了调整，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26.00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25.92
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6月 19日披露的《关于实施 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调整回购
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1）。
鉴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二十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在回购期间不得发行
股份募集资金，但依照有关规定发行优先股的除外。公司已于 2020 年 7 月 1 日披露《2020 年度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为顺利推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公司于2020年10月28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和2020年11月18日召开的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回购公司股份
的议案》，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 3,364,54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73%，最高成交价为25.91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1.25 元/股，回购总金额为
70,104,403.76 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公司回购的股份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在回购股份过户/注
销之前，回购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质押等权利。本次回购股
份将用于对公司核心骨干员工实施股权激励，若公司未能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的股份将在相关法律法
规等规范性文件要求的期限内依法予以注销，公司注册资本将相应减少。
3、公司氧化钒技术路线探测器实现批产
2021年8月，公司披露了《关于氧化钒技术路线探测器实现批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7），公
司在多年研制非晶硅技术路线非制冷红外探测器技术的基础上，通过设计优化、工艺创新，自主研制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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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μm像元和12μm像元2个型谱平台的四款氧化钒探测器并实现量产。17μm像元系列产品，在50Hz工作帧
频下，噪声等效温差（NETD）优于30mK；12μm像元系列产品，在50Hz工作帧频下，噪声等效温差（NETD）
优于40mK，均达到市场主流技术水平。公司的氧化钒路线探测器已于2021年下半年开始对外销售，并已
大批量应用在公司户外狩猎系列热像仪产品上投放市场。
公司在非晶硅技术路线的积累基础上研制成功氧化钒技术路线产品，实现了在产品定位上的高-低搭
配：非晶硅技术路线定位高分辨率、高刷新率、高可靠性的应用，适用于航空航天、态势感知、工业测温
等高性能应用场景；氧化钒技术路线定位高灵敏度、低功耗、低成本的应用，适用于单兵装备、户外狩猎、
安防监控等低成本应用场景。并行发展非晶硅和氧化钒技术路线巩固了公司在非制冷红外探测器领域的领
先地位，双技术路线优势互补将更好服务于红外整机及光电系统业务发展。
4、重要合作事项
2021年9月，公司与北方夜视科技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整合组建合资公
司，专注于非制冷红外探测器及机芯研发生产，生产全型谱系列的非制冷红外探测器，全面满足市场需求。
推动非制冷红外探测器产业独立自主发展，努力实现核心器件的自主可控。相关合作事项稳步推进，目前
进展顺利。
2021年10月，公司与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共同
发起成立能够独立核算的合资公司，积极开展光电装备项目研发合作。合资公司在2021年12月底完成了工
商设立登记，取得了营业执照，公司与中科院长春光机所的合作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合资公司将以长光
机已中标的相关光电装备类项目为基础开展产业化合作，努力推动合资公司成为企业与科研机构合作的典
范，同时带动公司的技术进步，实现科研成果的产业化高效落地。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庞惠民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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