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证券代码：300248

证券简称：新开普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2-002

投资者关系活
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电话交流会）

参与单位名称

广大投资者

及人员姓名
时间

2022 年 5 月 30 日 15：30-17：00

地点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上市公司接待
人员姓名

董事长兼总经理杨维国、董事会秘书赵璇、财务总监李玉玲
答：您好，感谢您的关注！公司移
动互联网产品“完美校园”通过“完美
校园校招 365”“完美校园就业宝”两
个“校园招聘”服务平台，为学校老
师、企业及学生提供线上线下服务，
投资者关系活
动主要内容介
绍

问：1、请问杨总，公司在促进稳就
业方面有哪些最新的技术和贡献？

目前“完美校园”人才服务业务已覆
盖 984 所高校，共计召开双选会
5,300 余场，50 万余学生投递，累计
投出 257 万余份简历，参会企业超
过 16 万家，提供超 70 万个岗位，
为高校、企业与社会提供有效的连
接平台，成为高校信息化生态共建
者。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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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您好，感谢您的关注！截至 2022
问：2、请问截止目前股东人数是多 年 5 月 20 日，公司合并普通账户和
少？

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的股东总数为
48,867 名。谢谢！
答：您好，感谢您的关注！截至 2022

问：3、请问最近一期的股东数是多 年 5 月 20 日，公司合并普通账户和
少？

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的股东总数为
48,867 名。谢谢！
答：您好，感谢您的关注！公司一

问：4、除 7 亿多订单，近期有没有
新签订的订单?

直在持续开展项目投标工作，亦有
中标新项目。谢谢！
答：您好，感谢您的关注！公司始
终专注于智慧校园解决方案建设，
并不断拓 展多行业 信息化 应用服
务，为学校、企事业等客户提供信
息化产品建设、定制化整体解决方

问：5、公司概念很多，又好像啥概
念都不是，请问公司如何解释这种
现象？

案及运维服务。利用云计算、大数
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移动互联、
生物识别、5G、虚拟现实、双离线
支付等信息化技术，不断优化公司
产品及解决方案，以软硬件一体化
设计、开发、制造、集成强服务能
力，贴近客户、主动式运维服务等
优势，多年来在行业中处于龙头地
位。谢谢！
问：6、董事会秘书赵璇，公司在元
宇宙应用有什么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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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您好，感谢您的关注！公司整
合教学及产品方案，开展教学过程
和教学内容的产品研发及教学培训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业务，重点研发了人工智能实训室
平台、实验室管理与服务平台、VR
数控仿真示教机等产品，凭借多年
来在智慧校园整体解决方案优势，
同时结合新兴 VR 技术，为高校提
供定制化的实验、实训、科研综合
解决方案，并提供 VR 沉浸式实践
教学一站式解决方案。公司布局的
VR 数控仿真示教机与云平台，已顺
利完成产品发布，并在西安电子科
技大学、盐城工业学院等院校落地。
产品通过采用自研数控加工 VR 切
削引擎、三维数控仿真加工、数控
教学 Web 管理、数控数据采集、VR
交互等技术，构建了数控技术半实
物仿真教学的整体解决方案，有效
提高高校 工程训练 的数控 教学效
率、降低教学安全隐患、积累实训
课程资源。同时，产品二期研发也
在开放式 CNC 系统实现，五轴联动
刀尖跟随 RTPC 功能仿真等方面持
续投入，为高端数控加工教学，数
控系统设 计教学实 训提供 有效支
撑。谢谢！
答：您好，感谢您的关注！2022 年，
问：7、请问公司未来发展方向是什

公司将继续坚持混合云产品战略，
以智慧校园解决方案、智慧校园云
么？
平台解决方案及智慧政企解决方案
内涵拓展及应用迭代升级，向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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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科技赋能，以产业互联网科技、
物联网科技融合服务客户。同时，
公司将坚定落实集团一体化运营、
多业务全产品线经营，以“业务+智
慧”双轮驱动，打造面向全国高校、
中职和中小学的整体解决方案和综
合服务，充分践行智慧校园建设规
划，构建稳定、便捷、高效的校园
服务体系。谢谢！
答：您好，感谢您的关注！根据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最新
问：8、请问截至今天股东人数是多 下发的股东名册，截至 2022 年 5 月
少？

20 日，公司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
券信用账户后的股东总数为 48,867
名。谢谢！
答：您好，感谢您的关注！公司充
分发挥技术优势，推出校园网格化
疫情防控平台，做到预防、预警、
预判，全面筑牢校园疫情防控安全

问：9、国家常态化抗疫已经全面展
开，数字哨兵将会是各行各业必备
科技产品，请问贵公司有没有数字
哨兵的业务？

线。并推出疫情出入防控解决方案，
通过对接各省健康码数据接口，可
以实现零接触身份识别、体温检测、
健康码/行程码/核酸信息核验等一
体化功能。目前，疫情出入防控解
决方案已在企业园区、医院、银行、
商超等百余点位部署应用，有效提
升防疫核验效率，减少疫情传播风
险。未来，公司将持续调动自身技

第4页 共7页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术优势，科技赋能，助力打赢这场
疫情阻击战。谢谢！
答：您好，感谢您的关注！公司响
应郑州智 慧养老院 信息化 建设号
问：10、公司在跟进的郑州智慧养
老项目进展怎么样了？

召，主要在餐厅场景，为养老平台
提供结算和终端服务，通过平台化
建设，逐步拓展业务场景，全面提
升老年人的服务水平。目前，该项
业务处于试点阶段。谢谢！
答：您好，感谢您的关注！今年以
来国际局 势处 于百 年未有 之大变
局，资本市场、公司股价受多种因
素影响，公司一直严格遵守证监会
及深交所 的规定进 行信息 披露工
问：11、公司股价是否反映出目前 作，通过公司官网、微信公众号、
公司价值，为何年年月月跌，公司 深圳证券 交易所指 定信息 披露平
有没有为股价止跌做点什么？

台、投资者热线、互动易等信息披
露向投资者传达经营情况、业务开
展情况、公司战略等公司动态，公
司致力通过加强生产经营，提升公
司业绩和核心价值，维护投资者利
益。谢谢！
答：您好，感谢您的关注！2022 年

问：12、公司近期新成立的投资有
限合伙企业，有新的工作进展吗？
有对应的投资标的吗？

2 月 18 日，公司与合作方签订协议，
约定共同投资设立扬州五信开普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
伙企业已于 2022 年 03 月 03 日完成
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具体内容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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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
信息披露网站上的公告。后续如有
相关进展，公司会严格按照准则及
时进行信息披露。谢谢！
答：您好，感谢您的关注！公司借
助上海渲图的 VR 技术及经验，整
合教学及产品方案，开展教学过程
和教学内容的产品研发及教学培训
业务，并结合 webVR 技术与智慧校
问：13、公司未来是否借助 vr 以及
人工智能实训室平台，建立属于自
己的虚拟数字人？同时这也是在顺

园整体解决方案优势，进一步升级
校园云平台解决方案、虚拟现实教
学中心、虚拟现实实验室、虚拟现
实实训室、虚拟仿真实验室、VR 数
应时代发展的变革。
字化校园、VR 数字博物馆等，打造
沉浸式教学方式、提供一站式解决
方案。目前，虚拟数字人业务尚处
于前期探索阶段，未来公司将根据
客户需求以及方案融合必要性，适
时开展并推出相关产品。谢谢！
问：14、截至目前 5 月 30 日止，公
司今年在手订单几亿？

答：您好，感谢您的关注！截至 2022
年 5 月底，母公司在手订单较去年
同期增长约 20%。谢谢！
答：您好，感谢您的关注！公司生

问：15、有没有退市风险呢？

产经营状况良好，没有退市风险。
谢谢！
答：您好，感谢您的关注！目前，

问：16、公司数字货币落地有多少？ 公司已为海南大学、西安电子科技
大学、三亚学院、上海商学院、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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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建筑工程学院、苏州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实验学
校、长沙市周南梅溪湖中学、明德
华兴中学、长沙市周南梅溪湖中学、
明德华兴中学、常熟职教中心、上
海东银中心、中车青岛四方、湖南
广欣物业等二十余所院校、企业建
设了数字人民币项目，并与六大行
（中行、农行、工行、建行、交行、
邮储）、四大机构（银联、移动、
电信、联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
作关系，为数字人民币在高校、K12、
中职、企业等细分业务领域扩大市
场规模奠定了基础。谢谢！
附件清单（如
有）
日期

无
2022 年 5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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