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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49                   证券简称：威星智能                   公告编号：2022-036 

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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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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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356,05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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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星智能 股票代码 00284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妍 汪建文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祥运路

366-1 号 1 幢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祥运路

366-1 号 1 幢 

传真 0571-88179010-8000 0571-88179010-8000 

电话 0571-88179003 0571-88179003 

电子信箱 zhangyan@viewshine.cn wangjianwen@viewshine.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营业务、主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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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自设立以来，主营业务和主要产品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是专业从事智能燃气及水务领域计量管理、管网安全、在

线监测、能源管理、结算收费完整解决方案的供应商。致力于为城市智能计量领域提供计量终端及能源管理系统平台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公司积极适应能源转型发展的新形势，牢牢把握物联网及5G等新一代通讯技术的发展趋势，融合移动互联、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及先进的物联网通信技术，在技术研发上不断创新，新技术产品化进程持续推进，

推动物联网及互联网技术及其解决方案在燃气及水务行业的应用。 

公司目前拥有三大产品平台，智能产品平台、计量产品平台以及软件产品平台，向城市燃气运营商及水务公司提供智能

燃气及水表终端、新一代超声波计量仪表、运营管理和数据管理（数据采集、抄表管理、结算收费、设备管理、用气用水分

析、自助服务、移动外勤等）及其他服务。 

1、智能产品平台 

针对客户现场不同应用环境、结算模式、管理需求，公司采用先进的IC卡读写加密技术、RF无线、LoRA、NB-IoT等通

讯技术，形成了IC卡预付费解决方案、RF远传点抄后付费解决方案、RF扩频组网后付费/预付费解决方案、物联网后付费/

预付费解决方案等智能解决方案，全方位满足燃气及水务运营商的信息化管理和运营管理需求，提高燃气及水务公司的运营

效率，降低运营成本。 

 

2、计量产品平台 

超声波计量仪表是利用超声波在介质中传递的时间差进行计量的新型计量仪表，它是一种高可靠性、高精度、带温压补

偿的全电子式仪表。公司充分运用超声波计量技术精度高、易于实现智能化等特点，向运营商提供全电子一体化的先进计量

解决方案，满足运营商对计量终端设备长期保持计量准确度的要求，凭借实时温度补偿、耐低温、宽量程等技术优势，改善

运营商供销差问题，全面解决日常计量、用气安全监测、漏损监测等需要。 

 

3、软件产品平台 

云系统产品为公用事业企业提供“互联网+服务”、“互联网+运营”整体解决方案，产品覆盖燃气、水务等领域，包括：用

户管理系统、移动作业平台、客服自助服务平台、物联网管理平台、生产运行监测平台、工商户应用管理系统、GIS巡线系

统等，为客户提供核心业务支撑、IoT物联、移动管理、多渠道客户服务接入、增值业务等信息化服务。助力燃气及水务公

司低成本投入，实现全业务流程管控和全生命周期无忧管理，并通过大数据实现精准营销，挖掘客户潜在价值，提升企业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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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营模式 

1、研发模式  

公司结合IPD集成产品开发模式和项目管理理念，搭建领先的技术平台与产品平台，通过全面的市场需求调研，严密的

开发计划，严谨的研发质量评审，准确的接口设计，成熟的共享CBB模块建设，借助先进的PLM信息化系统平台，提升企

业的创新能力，向市场快速提供成熟稳定的产品，提升客户的满意度。 

2、生产模式  

公司贯彻匠心为本、精工制造的理念，不断提升精益化制造能力与智能制造水平。积极改进产品工艺，提高生产自动化

水平，采用高效自动化、弹性生产线、盈利生产线的新型生产方式，提升产能和生产效率；通过ERP、MES、QIS等信息化

工具，系统性地优化生产制造业务流程，对产品过程质量和可追溯性进行全面提升，提高生产制造、供应链管理、产品营销

及服务等环节的智能决策水平，保证订单周期、产能平衡、质量管控、产出效率，让公司的供应链生产更加敏捷地响应市场

变化，与顾客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3、销售模式 

公司坚持以“为客户服务”为导向，在充分市场调研和行业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公司战略发展目标和自身优势，面向燃气、

水务公司，以直销为主、经销为辅的方式，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公司不断完善组织管理布局，以区域销售为基础，大力发

展集团客户及分散客户，形成覆盖全国的营销网络，同时建立以客户为导向的后端服务体系，提升整体营销能力和服务水平，

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公司产品获得了港华燃气、华润燃气、昆仑能源、新奥能源和中国燃气等主要燃气集团的认

可，广泛应用于数百个城市燃气运营商，建立了良好的信誉和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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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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7,264,924.55 1,848,201,253.56 -5.46% 1,544,166,289.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19,625,463.33 767,820,468.87 6.75% 681,869,232.59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1,145,480,608.09 1,198,144,720.51 -4.40% 1,074,105,621.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975,092.91 83,766,433.96 -37.95% 65,176,790.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0,091,768.66 71,789,260.22 -30.22% 60,291,253.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804,305.95 117,976,627.08 -67.11% 23,268,634.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9 0.64 -39.06% 0.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9 0.64 -39.06% 0.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57% 11.60% -5.03% 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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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201,295.48 311,530,916.39 283,077,821.70 237,670,574.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078,066.32 25,908,512.74 15,999,411.63 -1,010,897.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699,851.84 24,926,416.32 16,009,752.91 -1,544,252.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8,025,211.32 49,159,728.35 11,559,268.09 86,110,52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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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2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4,364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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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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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文谦 境内自然人 21.75% 28,790,650 21,592,987 质押 6,050,000 

深圳市中燃科

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24% 16,20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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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慧群 境内自然人 4.78% 6,330,600 6,330,600   

马善炳 境内自然人 3.44% 4,558,800 0   

新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80% 3,700,000 0   

山东颐锐丰企

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4% 2,298,050 0   

詹镇辉 境内自然人 1.65% 2,190,000 0 冻结 2,190,000 

胡国忠 境内自然人 1.13% 1,500,000 0   

许博文 境内自然人 0.98% 1,300,000 0   

许凯文 境内自然人 0.94% 1,25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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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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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公司债务人破产重整的相关事项 

2021年9月1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债务人进入重整程序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57），公司详细披露

了债权情况、对公司的影响、公司的应对措施及风险提示。报告期内，公司已在规定时限内提交债权申报材料。 

截止本报告报出日，河北盛德燃气有限公司重整债权人会议尚未召开，债权人会议材料未收悉。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

的进展情况，积极努力通过各种合法突进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维护公司股东权益。公司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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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 

1、公司分别于2021年11月10日、2021年11月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45,000.00万元（含本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1月11日、2021年11月27日披露于《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相关公告。 

2、公司于2022年2月18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220279）中国证监会

对公司提交的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申请材料齐全，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2年2月19日披露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相关公告。 

3、公司于2022年3月16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受理序号：220279

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A股上交所主板和深交所

主板、B股）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现需要公司就有关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30天内向中国证监会

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3月17日披露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相关公告。 

4、公司于2022年3月2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非公

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37,938.34万元（含本数）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26日披露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相关公告。 

5、公司于2022年4月6日披露了《关于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

（公告编号：2022-017）。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截止本报告报出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尚未获得中国证监会发审委审核通过。 

（三）对外投资参与产业基金的事项 

公司于2021年10月26日披露《关于对外投资参与产业基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2），于2021年12月8日披露《关

于对外投资参与产业基金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92），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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