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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关系活动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类别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

□现场参观
□其他 （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参与公司 2020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投资者

时间

2021 年 4 月 16 日 15:00-17:00

地点

网络平台“约调研 IR 小程序”
（https://www.irlianmeng.com）

上市公司接待人 董事长兼总经理：周泽湘先生
员姓名

董事、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方一夫先生
独立董事：陈守忠先生

投资者关系活动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6 日（星期五）举行了 2020 年度网上业
主要内容介绍

绩说明会，公司管理层与投资者进行了互动交流，就投资者关
注的问题进行了答复，以下为业绩说明会主要问题及答复：
1、您好，想了解一下今年一季度业绩怎么样？
答：您好，感谢您的关注。公司母公司同有科技在手订单（截
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已签订合同未执行的订单、2021 年 1-3
月新签订销售合同的订单以及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已中标未
签订合同的订单）约 8200 万；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鸿秦
科技的在手订单主要包括已签订未全部执行的合同和已签订
的备查协议约 1.2 亿。公司将于 2021 年 4 月 20 日披露一季报，
敬请关注！
2、请问截止到目前，股东户数多少?
答：您好，公司股东人数情况在定期报告中进行披露，请参见

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定期报告。
3、公司推出基于 X86 架构、国产 CPU 架构的分布式存储产品，
推广进度如何，这块的市场空间可以介绍下吗？
答：您好，感谢您的关注。在分布式方向，公司已推出基于 X86
架构、国产 CPU 架构的分布式存储产品，同时根据用户存储数
据类型，为其部署合适的文件存储、块存储、对象存储服务。
公司分布式存储产品实现支持“大文件+小文件”的全场景覆
盖，已在高性能计算、海量数据存储、大规模视频监控、大数
据分析等领域成功打造存储典型应用案例。
IDC 将分布式存储定位于软件定义存储（SDS）进行研究。据
IDC 《 2019Q4 Software-defined Storage System Market
Overview》报告，中国软件定义存储市场 2020 年市场增速将
达到 27%，2024 年市场容量预计将达 24.6 亿美元。
4、请说明一下年报问询函中提到的问题
答：您好，按照要求，公司年报问询函回复将于今日提交深交
所并披露，请关注公司公告。
5、公司持续优化升级 ACS 5000 系列自主可控产品，对比以往
的版本，这次优化升级版本有何优势？
答：您好，随着 ACS 5000 系列自主可控存储系统的应用范围
扩大，多种业务和技术场景对存储产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
于此，公司对产品功能进行了进一步丰富，新增了数据逻辑销
毁、WORM、NDMP 等功能，并对已有的 NAS 功能进行了进一步完
善，为越来越多的自主可控存储产品的使用者提升了用户体
验，丰富了 IT 系统的整体方案。
6、公司推出了全新打造的 NVMe 全闪存储系统，市场反馈如
何？鸿秦科技推出了基于 NVMe 接口协议的 PCIe 产品，目前推
广情况？
答：您好，公司推出的 NVMe 全闪存储系统，架构灵活，满足
新一代数字化应用需求，已在医疗等重点行业应用推广。鸿秦

科技推出的基于 NVMe 接口协议的 PCIe 产品，为军工级存储产
品提供可靠支持。谢谢！
7、请董事长问长沙生产基地建设进度如何，什么时候投产？
答：您好，已经完成了项目选址、募投项目的备案和环评等相
关工作，并已取得土地证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目前正在进
行工程建设方案设计。
8、公司的业绩真实吗？能持续多久？公司的高管为何大量减
持？
答：您好，感谢关注，公司年度业绩均经过会计师审计，业绩
真实。公司第二大股东佟易虹先生不在公司担任除董事外的其
他职务，第三大股东杨永松先生未在公司任职，其减持均系个
人资金需要。公司管理层坚定认同公司未来发展。谢谢！
9、请问你对公司后三年的发展有信心市值到多少
答：您好，感谢您的关注。公司近年不断完善从芯片到系统的
存储全产业链布局，重点发力“闪存、云计算、自主可控”三
大产业方向，内生外延并举促进业绩稳健增长。公司紧跟闪存
替代趋势，有效整合忆恒创源、泽石科技、鸿秦科技等标的资
源，深入实现多方资源和优势的互利互补，产业布局已见成效，
且投资公司快速发展，符合预期。
随着军民融合、信息产业国产化替代政策不断推进，公司自主
可控战略逐步落地。自主可控系列产品在党政行业 IT 国产化
试点项目中目前市场占有率保持前列，并通过了相关行业测
试，发展符合预期，为后续自主可控领域市场的全面铺开奠定
基础。
随着自主可控市场空间从党政军行业试点到重点行业推广，公
司将继续扩大党政军行业的传统优势，加快布局金融、能源、
交通等主要行业。此外，为扩大公司自主可控产品在区域市场
的覆盖，加速在商用市场对同档次 X86 架构存储产品的自主可
控替代，公司已与国内十大集成商建立合作关系，借助集成厂

商的渠道资源开展产品分销业务，提升市场竞争力，实现公司
可持续稳定发展，相信未来公司发展前景广阔。
10、公司有哪些核心专利技术在同行业领先
答：您好，公司目前已拥有包括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集成
电路布图设计、国防专利等 200 余项知识产权，覆盖存储领域
核心技术的各个层面。公司全资子公司鸿秦科技拥有闪存颗粒
建模、主控芯片扩展、固态损耗均衡、极速数据销毁等多项关
键技术，其中数据销毁类专利数量国内排名第二，极速物理销
毁技术达到国内领先。另外，公司参股公司忆恒创源、泽石科
技分别在闪存 SSD 固件算法、主控芯片领域具备领先的技术优
势。谢谢！
11、请问今年一季报业绩情况如何
答：公司将于 4 月 20 日披露 2021 年第一季度业绩情况，请关
注公司后续公告。谢谢！
12、全资子公司有无上市计划
答：全资子公司暂无上市计划。
13、最近股价一直下跌，是公司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吗？
答：您好，二级市场股价表现除受公司基本面影响外，还受宏
观经济、投资者偏好、关注度、市场预期等多方面因素影响，
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14、泽石科技出研发 28nm“神农 Tensor”PCIe 3.0 主控芯片，
并推出基于该主控的国内首款全国产宽温 PCIe SSD 产品，可
否简单介绍一下该款产品的优势？
答：神农芯片，作为泽石科技完全自主研发的主控芯片，其性
能最高可达顺序读 3.5GB/s，顺序写 3.0GB/s，支持 8 通道，
最大支持 16TB 容量。其自主研发的 Tensor ECC 纠错算法，是
业界领先的 4KB LDPC 算法，能适配包括 SLC/MLC/TLC/QLC 在
内的业界各种 NAND 颗粒。支持自由选择使用 DDR 和 Dramless，
安全性支持不同程度的加密算法，保护用户数据安全。

15、董事长你好，可转债进度、长沙项目周期如何？什么时候
可以投产？
答：您好，公司可转债发行申请已提交深交所，正在进行审核
中，请关注公司公告。长沙产业园项目计划建设期 3 年，生产
经营期为 7 年，项目启动建设后第 3 年开始投产。目前已经完
成了项目选址、募投项目的备案和环评等相关工作，并已取得
土地证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目前在进行工程建设方案设
计。
16、请问最近公司股价一直低迷，请问公司的业绩真实可靠
吗？公司 2021 年一季度发展如何，下步公司有何好的项目
答：您好，感谢关注，公司年度业绩均经过会计机构审计，业
绩真实。目前公司在手订单充足，未来公司将继续深耕党政军
市场，加快布局金融、能源、交通等主要行业，覆盖管理信息
系统、业务应用系统、生产系统等更大领域。
17、忆恒创源有没有上市时间表？
答：您好，感谢您的关注。忆恒创源完成 E 轮融资，显示其价
值得到了投资方与行业的充分认可与肯定，目前步入资本市场
发展快车道。忆恒创源作为公司重要参股公司，公司将会按照
深交所的要求做相应披露，请关注公司公告。谢谢！
18、请问您对公司现在股价有什么看法？公司是否有考虑回购
股份
答：您好，二级市场股价波动受多种因素影响。公司若有回购
计划，将会按照相关规定披露。
19、公司今年的订单预计有多少？
答：您好，感谢您的关注。公司母公司同有科技在手订单（截
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已签订合同未执行的订单、2021 年 1-3
月新签订销售合同的订单以及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已中标未
签订合同的订单）约 8200 万；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鸿秦
科技的在手订单主要包括已签订未全部执行的合同和已签订

的备查协议约 1.2 亿。请关注公司后续定期报告。
20、2020 年公司启动长沙高新区存储产业园建设，对公司未
来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
答：您好，2020 年公司落地长沙市高新区，启动投资数亿、占
地约 56 亩的规模化存储产业园建设，打造国内一流的自主可
控存储系统及 SSD 研发生产高地，为未来跨越式发展奠定基础。
建成后的存储产业园，将涵盖软硬件研发、生态适配、大规模
存储系统及 SSD 智能制造和存储产业孵化四大功能，全面提升
公司在研发、制造、生态布局等方面的能力。谢谢！
21、公司有成为国内一流国际领先优秀公司的信心吗
答：我们有信心！
22、国产存储系统与 SSD 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生态适配中心建
设项目，目前研发与建设的进展如何？
答：您好，目前公司项目团队已初具规模，园区建设、生产运
营作正在有序推进。2021 年，公司将全面推进长沙存储研发制
造基地的基建建设进度，保证项目按计划投产，达成预期效益。
谢谢！
23、2020 年是公司完成并购鸿秦科技的第二年，鸿秦科技继
续稳扎军工固态存储领域，业务规模实现快速增长，今年是否
还能保持高速增长，请周总预测一下？
答：您好，根据东洲评估出具的 2020 年商誉减值测试评估报
告，鸿秦科技 2021 年预测营业收入为 23,872.53 万元。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鸿秦科技的在手订单主要包括已签订未全
部执行的合同、已签订的销售合同和已签订的备产协议约 1.2
亿，已能够覆盖 2021 年全年收入预测的一半左右。随着 2021
年后续三个季度持续的客户开发和意向订单的签订及落地实
施，预计鸿秦科技在 2021 年能够实现收入预测。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1 年 4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