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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齐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1-001

投资者关系活动 □特定对象调研
□媒体采访
类别
□新闻发布会

√分析师会议
√业绩说明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名称及 浙商证券、长江证券、中信证券、国泰君安、国金证券、兴业证券、国
信证券、安信证券、海通证券、华泰证券、信达证券、长江养老等近 60
人员姓名
位分析师、投资者通过齐心好视通视频会议系统接入
时间

2021 年 4 月 21 日 19:00-20:30

地点

深圳市宝安区海城路 5 号前城商业中心 15 楼齐心集团（齐心好视通视频
会议交流）

上市公司接待人 董事长兼总经理陈钦鹏，董事、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黄家兵，董事、
B2B 事业部总经理戴盛杰，公司副总裁、好视通 CE0 王化福，证券事务代
员姓名
表罗江龙
投资者关系活动主要内容介绍
一、公司 2020 年年报及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业绩介绍
董事长兼总经理陈钦鹏：
2020 年，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虽然有外部环境的挑战，公司还是实现稳定
收入增长、经营性利润增长和现金流增长，在客户内占比方面取得一定成绩。未来齐心仍将
坚持大办公战略，从一站式的办公服务平台，持续迭代为一站式的企业服务平台，以办公行
政物资为切入点，加大力度纵向在办公物资领域去深度进行创新，横向拓展新的品类、新的
场景，提高服务客户的黏性。
齐心办公服务平台的边界在不断打开，从一个行政入口向支撑不同企业的办公、运营场
景快速发展，帮助企业提效降本，最终通过产业互联网链接客户、供应商、服务商，构建完
整的生态伙伴产业链，为整个生态伙伴提效降本，围绕客户经营活动不断探索新的经营场景。
在云视频业务方面，公司将从过去通信工具走向新基建，成为了生产力的服务平台，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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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过去单纯的通讯工具能力。在未来数据化能力方面，公司将通过数据智能 AI 去洞察客户
的潜在需求，持续为客户创造新的价值。
未来，公司总体仍将围绕 2B 企业服务的主业，深挖客户需求，拓展新的边界、新的场
景、新的服务，尽最大可能创造新的优势、新的利润、新的竞争优势。
董事、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黄家兵：
2020 年，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比较严重冲击，公司在疫情考验中展现整个团队韧性，
宏观经济周期变化中继续保持战略定义。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优化完善硬件+软件+服务的
一站式办公服务平台，积极推动集团数据化运营平台建设项目，为客户提供丰富 B2B 办公行
政物资、MRO 工业品、员工福利、云视频等集成产品和服务。
2020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00,932.7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3.91%；实现营业利润
25,875.19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4.7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084.09 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 12.7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516.12 万
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14.42%。公司实现经营活动现金流 5.87 亿，相较 2019 年增长 1.81%。
在影响净利润重要方面，子公司杭州麦苗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4,166.67 万元，2020 年人
民币汇率大幅波动，致使公司产生账面汇兑损益 9,074.14 万元。如果不考虑这些因素，公
司经营性净利润是 3.34 亿，相对比 2019 年同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2021 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盈利收入 20.6 亿，同比增长 35.32%；其中 B2B 大客户的营业
收入 18.00 亿，同比增长 43.80%；2021 年一季度实现经营净利润 0.54 亿，相比于 2019 年
同期增长 5.83%；实现扣非净利润 0.50 亿，同比增长 3.58%；在近 5 年 B2B 业务快速发展下，
一季度实现正向 6400 万经营现金流。
好视通业务出现了一定下滑，其主要原因是： 2020 年上半年，好视通为了响应国家抗
疫号召，推出 500 方免费的云视频会议，对收入带来一定的影响。其次，2020 年加速向行
业大客户进行开拓，通过近 9 个月的努力，2020 年 9 月 30 日签下粤视会，成为广东省 150
万个公务员使用的会议平台。这个会议平台在 2020 年也产生比较大的投入，但这些投入在
2020 年年度产生的收入还比较小，但是未来随着粤视会的功能不断增强，为客户提供服务
的场景不断增多，未来会有持续增长的销售机会。再次，2020 年四季度，好视通引入行业
音视频处理专家团队，硬件管理专家团队，研发投入的增加对当期利润产生一定影响。
这些原因造成好视通业绩出现一定下滑，对当期净利润产生的一定的影响，但是随着整
个好视通深度推进“云+端+行业”的解决方案，持续拓展智慧党建、智慧教育、智慧金融、
智慧政务行业解决方案市场，新的发展策略受到多家战略投资者的青睐。2021 年 3 月，好
视通引入战略投资者，通过聚合更多资源为好视通未来发展提供非常大的助力。

证券代码：002301

证券简称：齐心集团

2020 年，公司经营管理亮点如下：
1、整个公司平台数字化链接持续提升。SAP S4 系统上线使各大业务板块进行了横向打
通和纵向管控，业财一体化的驱动，满足公司人、财、物集约管理要求，业务运营过程统一
核算的管理平台顺利上线。数字化平台能力提升为新增中标大客户，扩大业务储备带来新的
能力，在原有客户上面也能够深挖客户业务需求，助推公司业务高速成长。
2、品类上面持续深耕强化，MRO 工业品、员工福利成为公司业务增长新的来源。
3、自有品牌方面构建渠道力、产品力和服务力，在产品管理上面推行经理责任制，在
供应链管理上实现产供销的高效协同。2020 年自有品牌能力提升，在收入有所下滑的情况
下也实现利润持续增长。
4、在云视频领域持续推进“云+端+行业”的解决方案，齐心好视通以智慧政务、智慧
党建、智慧金融、智慧医疗等垂直应用领域为核心，深入布局行业应用市场，满足不同场景
差异化的需求。
齐心上市以来一直持续为股东创造更大价值，业务高速发展得到市场优质投资者的认
可。随着业务高速成长，希望公司 B2B 办公物资集采业务、云视频业务、自有品牌业务的协
同发展，为企业构建硬件+软件+服务企业服务平台，能够为中国优质头部客户创造降本增效
的价值，公司业务的快速发展会随着客户发展得到发展，公司业务的高速发展也能为股东、
为社会创造更多价值。
好视通 CEO 王化福
2020 年疫情加速云视频业务发展，虽然 2020 年好视通业绩同比有所下滑，2021 年随着
后疫情时代，整个云视频行业需求在爆发式增长。从市场方面来看，企业需求逐步回暖。虽
然去年需求暴增，但是客户购买力受整个疫情的免费影响，还有包括像腾讯，一直在中小微
客户免费策略，小微客户流失比较严重，客户购买力下降。2021 年一季度明显感觉到整个
市场在不断回暖。
好视通在 2021 年积极加大新产品研发，加大“云+端+行业”应用差异化竞争策略，加
大终端产品、云平台及人工智能在会议场景的应用研发，保持整个云平台行业内的领先地位，
通过加大教育、政府党建、大型国央企培训系统的开拓，深度嵌入客户业务系统，“云+端+
行业”的深度发展，保持公司在云会议、会视频应用领域的行业领先地位，与巨头实现差异
化竞争，保持好视通的竞争优势。
销售层面积极做出优化提升，从销售模式上，好视通聚焦中大型客户，积极推动“云+
端+行业”纵深业务发展，差异化去跟华为、腾讯等友商去竞争。在教育行业，公司教育行
业标杆是在云南省。经过几个月的开拓，已成功将好视通云平台部署到云南教育厅，后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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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将在全国各省积极复制云南教育模式。公司不是单纯把好视通硬件或者是云服务卖到应用
层面，而是通过“云+端”的模式，通过为客户部署好视通云平台，锁定未来几年用好视通
产品与服务，持续销售云服务以及多种终端采购应用。这种典型模式比如云南教育厅、粤视
会、中国太平人寿等，通过向政府、教育、国央企、金融细分行业头部客户逐步开展销售，
并进行典型案例复制，从而推动行业应用场景向纵深拓展。
董事兼 B2B 事业务总经理戴盛杰：
2020 年整个 B2B 物资类业务得到很大发展，进入 2021 年，整体市场通过招投标集采化
进程很明显加快，特别是 MRO 物资。办公物资业务持续会有更多新的招标，尤其是 MRO 在央
企集采逐渐展开，我们将紧盯这两块市场收入，制定明确的收入增长方案。
从利润维度，去年 B2B 物资类业务净利润水平还是比较不错，相对于 2019 年有了一个
比较好的增长，整个净利润进一步向好。第一是深度服务客户，带来办公物资内占比进一步
提高和稳定，在很多大项目里面都是排名内占比第一，大客户服务水平的提升给我们提供了
销售长尾商品的机会，这给公司带来了利润改善的机会。同时，对通用类、标准类物资进行
集中采购，通过大额订单集中采购之后，供应链端有更好的溢价能力，助办公司获得更高的
利润。此外，整体数字化运营平台也为我们提升效率，带来利润水平的提升。自有品牌在大
客户销售占比的提升，也带来了销售毛利率的持续改善。
目前 B2B 三大业务板块是办公行政物资、MRO 工业品类物资、员工企业福利。企业福利
项目目前对客户来说有一定的管理难度，公司将尽快打造一个企业福利业务采购运营平台，
解决客户痛点，为企业客户提供可以集中管理的采购工具，把采购工具下放到 C 端（企业内
部员工），让员工能够在全年度、全时段享受到全品类员工福利的采购，构建员工福利场景
下的解决方案。
二、互动问答环节
问：好视通过去比较多的是中小 B 客户，现在的中小 B 客户是有多少，到年底好视通整
体的中小 B 占比有多少？
答：2020 年因为疫情原因，需求急剧扩大，随着腾讯云会议、阿里钉钉的加入，2020
年整个收入结构基本上都是头部及腰部以上客户的收入贡献，中小微企业基本上没有什么收
入贡献。未来公司将聚焦中大型客户目标群体，聚焦专业云视频会议和多个垂直应用领域。
问：2020 年第四季度 B2B 净利润达到非常高的水平，不知道全年来看，如果展望 2021
年 B2B 规模可能朝着百亿规模去，不知道今年净利润如何展望？
答：整个从 B2B 净利润来看，2020 年净利润接近 4.29%。今年公司还将为客户持续扩充
服务商品品类，同时深挖存量客户需求，2021 年新中标客户也会带来新的增量机会。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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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改善方面会朝 5%-7%努力，期望每年净利润会有千三到千五的改善。
问：公司年报和一季报当中商誉减值对于当期利润影响是比较大，想请教麦苗和好视通
两块业务在商誉减值后续会不会有风险？
答：2015 年公司并购杭州麦苗业务，目前随着阿里平台电商流量，从交易型加速向内
容电商迁移，我们 2020 年在存量业务上面持续维持稳定增长趋势，在直播和直播代运营的
方面加大研发投入。今年会上线直播软件与直播代运营产品，这契合电商加速向内容电商的
迁移，通过软件+服务模式加速为中小企业在阿里平台上销售提供更好的综合性服务。这些
产品上线预计未来带来增量销售收入。存量业务带来的存量收入、新的产品带来新的增量收
入，麦苗的业务会有持续的发展，今年按照年度的经营规划，整个团队有信心实现预计经营
利润。
好视通方面，行业客户的开拓未来会给公司带来良好的发展前景，特别是智慧教育、智
慧金融、智慧政务这些大客户，包括战略大客户开拓上面，目前起有较好的进展，这些进展
会带来比较大的增量收入，同时对存量云客户加大服务力度，提升续约率，带来存量收入的
增长。好视通在渠道上面会招募更多渠道合作伙伴，共同开拓地方腰部客户在云视频领域的
需求。基于目前的经营策略，我们认为好视通业务会保持持续增长的态势。公司在 2021 年
3 月份完成了战略投资者引进，也让好视通员工按照一定估值成为好视通的股东，本次通过
增资扩股引入优秀外部战略投资者并实施员工持股，有助于促进齐心好视通的良性发展和业
务扩张，同时进一步调动公司经营管理团队、核心骨干的积极性，促进与公司的共同成长。
问：办公集采这块，未来 2 到 3 年来看，办公集采整体增量客户和存量客户，各自增长
大概是什么样情况，对应下来整体净利润率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水平？
答：2020 年情况来看，存量客户的存量业务带来 60%左右增量收入，增量客户和存量客
户新增业务带来 40%增量收入。存量客户还有很多深挖存量销售的机会，这些增量销售增长
机会契合了“硬件+软件+服务”企业服务平台的发展趋势，未来通过产业互联网与客户产生
深度链接的发展战略，存量客户、增量客户都是享受同一个商品供应链体系，这方面没有实
质性的差别。未来净利润改善方面会朝 5%-7&努力，期望每年净利润会有千三到千五的改善。
问：公司前五大客户里面，第一大客户的收入贡献或者是采购额相比上一年有所增加，
其他 4 个其实都有减少。是不是咱们去年整体 B2B 业务增量新客户贡献是不是还是比较多
的？目前不同供应商分配采购的份额，是不是有分化趋势？
答：公司前五大客户 2020 年和 2019 年还是有一些变化，从现在客户结构来看前五大客
户，今年客户结构增加新的大客户增量销售。客户结构出现变化，并且存量前五大销售占比
也出现一些变化，只要在客户需求中保持采购内占比 25%到 35%，前五大客户在客户结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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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出现的一些变化，提升了公司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目前来看供应商采购份额还没有分化趋势，因为集采规模和能够入围集采的供应商没有
出现大变化，目前在这些重点集采的大客户排名和市场地位也没有出现大的变化。部分客户
的结算周期因为集采启动时间节点也有所不同，集采时间不同，那么订单有效释放上面会有
跨年的情况，这些情况对客户年度销售统计周期与排名也会带来影响。
问：请简单介绍 2021 年业绩目标规划？
答：2020 年非常抱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了的本期员工持股计划未通达成考核目标。
根据 2020 年三季度公司推出员工持股计划的考核要求，将以 2019 年为基数，2021 年营业
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69%，且 2021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52%。公司将按照既定考核目标，进
一步稳定和激励核心经营管理团队，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公司员工的凝聚
力和公司竞争力，继续按照这个业绩考核指引持续推动业务发展。
问：公司长尾产品大概占比多少，另外好视通引入格力战投，在业务协同方面可能会产
生什么支持？
答：长尾商品不是公司营利的主要来源，而是增量来源，深挖每个客户需求目的是为了
通过“硬件+软件+服务”跟客户产生深度链接，在链接过程中获取更多高毛利的商品组合。
未来客户把长尾的商品交付给齐心来服务，带给我们比较好的营利能力。
格力战略投资好视通，一方面是对好视通的支持，另外一方面也给了好视通非常好的政
策。珠海上个月发红头文件推动整个珠海市下属区县以及到乡镇级政府推动粤视会的应用，
珠海格力集团股东是珠海国资委，他们希望在前沿新材料、新技术、5G 通信等各个领域布
局和投资，这些投资会带给我们更多的集合资源，如果公司能充分整合这些资源，会促进好
视通更高速的发展。
董事、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黄家兵：
再次感谢各位投资者朋友百忙之中参加齐心业绩说明会，也给各位投资者致歉，因为今
年的经营情况跟年初规划还是有所差距。但是，我们相信在齐心团队的共同积极努力下，公
司未来会有更好的业绩回报持续支持齐心的投资者。公司通过“硬件+软件+服务”企业服务
平台集成供应模式，真正能够给客户带来降本增效的价值。随着客户的高速发展，我们也跟
随中国优质客户一同成长和发展，为我们长期支持齐心投资者创造更大的价值，再次感谢各
位投资者对于齐心集团的支持！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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