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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75                            证券简称：建科院                            公告编号：2022-004 

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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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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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46,666,7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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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科院 股票代码 30067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叶小平 --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梅林梅坳三路 29 号建科大

楼 
-- 

传真 0755-23931800 -- 

电话 0755-23950525 -- 

电子信箱 ibrir@ibrcn.com --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以绿色、生态、低碳理念为指导，以本土化、低成本、精细、适宜的技术路线为特色，以全生命周期服务为手段，

面向城市绿色发展，逐步形成涵盖“生态诊断、平衡规划、动态实施、智慧运营、持续评估”的全链条低碳规划技术服务产

品创新体系，提供涵盖科研、规划、设计、咨询、检测、项目管理以及运营等全过程所需综合解决方案，逐步发展成为国内

知名、领先的绿色建筑和绿色城市技术服务提供者。 

公司主营业务集中在“城市绿色发展全过程技术”服务和“绿色人居公信全过程技术”服务两大全过程技术服务业务板

块 

板块一：在城市绿色发展服务板块中，公司提供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等技术咨询服务业务，是公司多年形成的核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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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务之一： 

城市规划业务，是公司综合生态经济学知识和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及方法，对城市生态本底及其与产业、社会、人口之

间复杂的系统关系进行生态诊断，提出经济可行基于“生态导向”和“动态平衡”的规划建设和运营为一体的整体解决方案；而

绿色建筑设计业务，是公司基于业务发展所形成的独特的共享设计理念和方法，利用数字化设计，形成独特的设计风格，致

力于为客户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更加人性化、更加适宜的各类建筑。公司承担的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项目凭借出色的技

术水平和绿色设计理念，先后获得了多项国家、省市甚至国际组织的奖项。 

EPC及项目全过程管理业务，是以绿色建筑交付为目标的工程总包服务业务，整合了公司在规划设计、绿色建筑咨询、

检测服务、项目管理咨询等业务的优势，成为集成展示绿色规划设计运营的示范平台，是公司的重要业务增长点之一。 

绿色建设运营服务业务，如DOT业务，是基于公司所掌握的系统完整的城市和建筑绿色建设运营全过程的集成技术体

系，因地制宜地为不同区域、类型的客户提供具有品质、适宜和能较好实现绿色效益的综合技术服务。目前已形成系统的技

术积累和较好的行业科技品牌影响力，将继续通过智慧运营为客户创造价值。 

板块二：在绿色人居公信服务板块中，公信服务业务是公司另一个核心主营业务领域。 

公信服务业务，围绕对低碳绿色的效果进行验证，进行长效评估，保障公众利益为核心，以城市、建筑、家居的安全、

健康、舒适、高效、可持续性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为目标，以检测、检验、认证为基础，集绿色建筑设计优化、工程性能质

量检测检验认证、综合技术研究咨询于一体的服务模式，包括：绿色建筑综合咨询、能源环境规划咨询、装修污染物全过程

控制咨询、既有建筑绿色化改造全过程咨询、建设工程检测和验收全过程服务、合成材料运动场地检测及监管、甲方内部质

量控制抽检服务、建筑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风险管理服务、产品/体系/服务认证、绿色生态城区智慧运营监测数据平台建

设等内容。 

为更好地突出生态规划、建筑设计、项目管理、公信检测和绿色运营等全过程业务和组合业务的优势，公司集中力量

和资源服务于生态建设和绿色发展业务需求大、具有典型特征的多个重点城市区域，将城市作为虚拟客户主体，在“双碳”

背景下，实施以城市绿色发展为目的全过程业务和组合业务营销策略，即“城市客户”市场战略，为不同类型特征的城市提供

应对“双碳”挑战的全流程、综合、定制化组合的绿色科技创新服务，为城市绿色发展、客户成长，提供体系化解决方案，为

国家和相关城市的绿色低碳发展做好“陪伴式”、创新性服务，更好发挥公司综合能力的优势与绿色科技储备竞争力，提升公

司客户的集中度和单个城市业务规模，从而提高业务运作效率，目前已取得较为明显的成效，将进一步聚焦关键区域开展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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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1,337,411,078.54 1,309,962,633.16 2.10% 1,057,460,482.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34,848,700.07 503,541,912.51 6.22% 469,624,578.88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502,831,397.93 506,457,668.54 -0.72% 467,972,060.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506,790.56 43,866,588.22 1.46% 36,620,943.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132,002.80 25,826,381.22 12.80% 4,562,916.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039,477.98 65,653,321.15 -35.97% 63,513,713.4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35 0.2991 1.47% 0.249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35 0.2991 1.47% 0.249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59% 9.06% -0.47% 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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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010,601.14 117,424,747.84 98,216,603.72 210,179,44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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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630,756.20 15,715,698.32 -3,937,176.85 47,359,025.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823,300.89 11,880,053.30 -8,834,326.89 43,909,577.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325,871.77 -51,309,097.80 -3,182,798.28 144,857,245.83 

注：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主要系 EPC 项目代收代付资金同比减少 3,827 万元所致。剔除 EPC 项目代收

代付资金影响，经营活动现流净额同比增加 1,466 万元，增长 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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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2,85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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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 

深圳市资本运营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2.86% 62,857,143 0   

深圳市建科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18% 11,996,100 0   

中关村发展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68% 6,859,649 0   

深圳市英龙建安（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92% 5,744,825 0 质押 3,405,000 

JPMORGAN CHASE 

BANK,NATIONAL 
ASSOCIATION 

境外法人 0.38% 562,896 0   

王彦青 境内自然人 0.33% 487,200 0   

UBS AG 境外法人 0.27% 399,544 0   

深圳市华和兴机电

环保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5% 366,500 0   

陈兴微 境内自然人 0.22% 315,700 0   

法国兴业银行 境外法人 0.21% 312,500 0   

注：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公司前 4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前 5-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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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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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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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

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02,831,397.93 元，同比下降0.7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4,506,790.56 元，同

比增长1.46%；发生营业成本305,043,513.48 元，同比下降7.81%。公司业务类型、利润构成没有发生重大变动。 

 

2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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