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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项目概况 

 

金卡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卡股份”）为进一步落实

公司发展战略，不断提升公司智能燃气表市场份额及整体盈利能力，

经过充分论证，拟与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燃气”）

全资子公司广州穗燃科技应用有限公司合资成立广州金燃智能燃气

表有限公司（以设立所在地工商局最终核准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

“广州金燃”），从事物联网燃气表等经营。 

一、合资公司的基本情况 

合资公司名称为广州金燃智能燃气表有限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 

广州金燃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依靠双方股东在市场、技术等方

面的资源优势，在广州选择便于生产经营的地址，设立研发生产中心，

研究开发及推广应用新一代智能燃气表及相关技术，进行燃气表具关

键部件及总装生产和销售，建立自有用户的燃气智能数据采集、分析

管理系统，开展智能燃气表维修、维护和其他服务业务。公司应积极

创造条件，储备关键技术，开展燃气增值业务，创新燃气服务模式，

实现智能燃气表产业化发展。 

二、合资方案 

广州金燃的股东为金卡股份子公司浙江金广燃气科技有限公司

和广州燃气的全资子公司广州穗燃科技应用有限公司，其中：浙江金

广燃气科技有限公司以现金出资 980 万，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49%；广

州穗燃科技应用有限公司以现金出资 1020 万，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51%。 

广州金燃在广州选择便于生产经营的地址，建设物联网燃气表生

产线，该生产线初期年产物联网燃气表 30万台，总投资约 3000万元。 

公司生产和经营的燃气表具产品及服务的经营区域为：广东、广



西、海南、云南和贵州（云南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及其下属控股

子公司、贵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目前在上述

区域经营的区域除外）。 

 

第二节 项目背景 

 

一、城市化进程加快 

目前我国城市化进程正处在快速发展时期，2014 年我国城镇化

率达到了 54.77%，比上年提高了 1.04 个百分点。随着我国城市化推

进、城市人口的增加及消费结构的升级，人们越来越注重环保和生活

品质，对城市管道燃气的需求将越来越大。在城市化进程加快这一大

的背景下，燃气表尤其是智能燃气表行业有望保持持续稳定增长态势。 

二、燃气管道建设加速 

虽然我国已经初步形成跨区域的天然气管网输送格局，但是已有

的天然气输配管网尚未形成网络化结构。与国外天然气成熟市场相比

较，我国天然气管道建设较为落后，人均天然气管线量约为美国的百

分之一。可以预期，随着我国天然气管网建设力度的加大，城市管网

燃气的普及率将得到大幅提高，从而为燃气表行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

市场前景。 

三、天然气消费的快速增长 

2005-2013 年，城市燃气消费量从 113.8 亿立方米增至 687 亿立

方米，年均增长 25.2%。虽然我国天然气消费过去几年快速增长，但

从相对水平来看，消费比重仍然较低。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3

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 67.5%，天然气仅占 5.2%。未来

随着天然气清洁能源比重的快速提升将推动智能燃气表的增长。 

四、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随着智能燃气表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国内主要智能燃气表供应

商均在不同程度的增资扩产，巨大的市场空间也吸引着国内外竞争者

不断的加入。智能燃气表两个主要品种预付费 IC 卡表和远传燃气表

产品存在同质化竞争，未来智能表行业的竞争程度将日趋激烈。 

行业竞争程度加深不仅来自于智能燃气表生产厂商，也来自于传

统膜式燃气表的供应商。虽然燃气表智能化、远程读控将是城市燃气

计量收费的主要趋势和方向，但与传统膜式燃气表的竞争将仍然是一

个长期的过程。 

五、燃气公司降本增效、改善服务的需要增强 

城市燃气是一个较为典型的资本、劳动密集型产业。用尽可能低

的成本提供最优的服务，是每个燃气企业最真实的经营诉求。 

作为传统的公共服务类企业，城市燃气企业的服务手段和水平正

面临着互联网时代消费者的挑剔。而通过融入“互联网+”，将有效改

善用户体验。互联网提供的便利，将为城市燃气企业带来诸多降低成

本、克服管理难题的机会，例如减少营业网点等重资产的投入、削减

抄表等人力资源成本、降低窃气等不诚信用气行为给企业带来的损失

等。因此，智能燃气表特别是物联网表的推广使用能有效满足燃气公

司降本增效、改善服务的需要。 

 

第三节 项目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项目的必要性分析 

1、有利于快速扩展新市场 

金卡股份致力于成为全国性的服务商，但目前市场区域结构存在

不均衡现象，如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将近 90%的市场份额

集中分布在东北、西北、华东及华中、华北地区，而华南及西南地区



市场份额合计不足 10%。广东、广西、海南、云南和贵州 5 省经过“十

二五”期间快速地发展，天然气气源及管网等基础设施有了十足的改

善。“十三五”期间，5 省城市化进程及天然气管网建设仍快速推进，

将带动燃气表需求的快速增长。为了抓住这历史发展机遇，金卡股份

与实力雄厚的广州燃气合资设立公司生产物联网燃气表，利用双方优

势快速扩展该区域新的增量市场。 

2、有利于获得稳定市场及优质、庞大的客户资源 

随着智能燃气表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国内主要智能燃气表供应

商均在不断扩大市场份额及占有率，国内外竞争者也不断的加入，未

来智能表行业的竞争程度将日趋激烈，竞争态势将在品牌、技术、质

量、成本、市场、人才、创新等方面全方位展开。本次金卡股份与广

州燃气开展战略合作，有利于获得稳定市场及优质、庞大的客户资源，

全国市场份额进一步提高，为公司在激烈竞争中继续保持国内领先地

位打下更好的基础。 

3、有利于物联网燃气表全面推广 

广州燃气系广东省标杆的城市燃气运营服务商，对周边地区的燃

气公司在各方面均有着巨大影响力。该项目成功实施，势必会带动其

周边地区燃气公司物联网燃气表的大规模使用，有利于金卡股份物联

网燃气表在全国的推广使用。 

综上所述，该项目是十分有必要的，将对公司未来的发展产生积

极深远的影响。 

二、 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1、优势资源对项目成功实施提供良好保障 

金卡股份为全国领先的智能燃气整体解决方案的服务商，拥有强

大的研发能力、先进的制造能力及辐射全国范围的销售能力。广州燃

气集团系广州市最大的城市燃气运营服务商，实力雄厚。双方充分发



挥各方技术和资源优势，成立合资公司从事物联网表研发、生产及销

售相关业务。将广州燃气庞大用户资源和金卡股份先进的物联网表技

术相结合，双方实现互惠共赢。 

金卡股份可以给合资公司带来先进的技术、高品质的产品及丰富

生产管理经验等，从而在短时间内大幅提升合资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广州燃气集团能为合资公司带来庞大稳定的用户群体。双方优势资源

对项目成功实施提供了良好保障。 

2、项目资金有保障及财务效益良好 

项目投资一般由厂房和土地投资成本、设备购置安装成本、流动

资金、前期费用等投资成本构成。本项目主要固定资产厂房考虑长期

租用，故省去厂房和土地大额资金投入，仅考虑一定租赁装修费用。 

项目初期设计年产能 30 万台物联网燃气表，预计总投资 3000 万

元。其中：厂房装修 200 万元、设备购置 1200 万元及前期费用 100

万元，合计约 1500 万，另外铺底流动资金 1500 万元。该项目投资金

额适中，双方股东实力雄厚，建设资金完全有保障。 

本项目建成运营后，广州燃气的物联网燃气表将原则上从合资公

司采购，以及对华南、西南其他地区业务开拓前景良好，，另外加上

工商业燃气表、系统软件等其他业务的收入，项目财务效益良好，投

资回收期短。 

3、市场潜力巨大 

广州金燃生产和经营的燃气表具产品及服务的经营区域为：广东、

广西、海南、云南和贵州（云南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及其下属控

股子公司、贵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目前在上

述区域经营的区域除外）。 

“十三五”期间，广东、广西、海南、贵州及云南 5 省城市化进程及

天然气管网建设快速推进将促进天然气消费的快速增长，势必带动燃

气表需求的快速增长。 



1、城市化进程 

广东、广西、海南、贵州及云南 5 省全国 2010 年全国第 6 次人

口普查数据以及截至 2015 年年底城镇化率数据见下表： 

序

号 

省 

份 

常住 

人口

（万） 

户数 

（万户） 

2015 年 2020 年 

城镇 

化率 

城镇化户

数（万户） 

城镇 

化率 

城镇化户

数（万户） 

1 广东省 10,430 2,774 70% 1,942 80% 2,219 

2 广西省 4,602 1,315 50% 658 54% 710 

3 海南省 867 222 54% 120 60% 133 

4 贵州省 3,474 1,038 46% 477 50% 519 

5 云南省 4,596 1,235 40% 494 45% 556 

 
合计 23,969 6,584 

 
3,691 

 
4,137 

上述 5 省，常住人口合计 2.4 亿，约 6600 万户。截至 2015 年城

镇化户数约 3700 万户，若按“一户一表”及燃气表使用寿命（10 年）

测算，年均燃气表需求合计约 370 万台，随着城镇化率不断提高，预

计到 2020 年，年均需求将增加至 410 万台，未来潜在的市场空间巨

大。 

2、天然气管网建设 

“十三五”期间，广东省、广西省、海南省、云南省及贵州省 

天然气管网建设还将快速推进，给燃气表市场带来良好的发展机遇。

广东省根据《广东省油气主干管网规划（2009-2020 年）》，广东管网

公司（负责广东省天然气主干管网建设、运营和销售）计划投资 500

亿元，分五期建设约 3200 公里管线。预计到 2020 年，广东管网将每

年为广东省输送 600 亿方天然气，全部竣工后，这条能源“动脉”将连

通全省 21 个地市，受益人口超 1 亿人，并为经济大省广东提供绿色

发展的强大动力。 



    目前广西省县县通天然气工程实施已初见成效，下阶段，将重点

加快建设区内通达各市县的中游天然气管网，确保早日实现县县通天

然气目标。 

    海南省一条完整的天然气环岛管线即将建成，使全省实现“气化”。 

    云南是一个能源大省。“十三五”期间，将继续推进红河等 8 条支

线天然气管道建设，全省年消费天然气 32-40 亿立方米。新建中缅天

然气管道楚雄至攀枝花支线，通过连接贵州、四川和广西，云南将与

全国天然气管网相连，云南将真正迈入“气化时代”。 

    贵州省预计到 2020 年,全省城镇居民用气人口达到 1800 万人,城

镇燃气气化率达到 85%，天然气供应量达到 60 亿立方米以上，天然

气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提高到 15%。经营区域内未来燃气表

市场潜力巨大。 

综上所述，该项目从市场、技术、资金及效益等方面来看均是可

行的。 

 

第四节 项目对金卡股份的影响 

 

1、对业务的影响 

本项目建成达成后，预计年销售物联网燃气表 30 万台，约占公

司目前燃气表年销量的 15%左右，将进一步大幅提高金卡股份智能燃

气表业务的市场份额，有利于快速扩展华南及西南新市场。 

同时公司与广州燃气实施战略合作，能有效地带动金卡股份物联

网燃气表、工商业燃气表、系统软件等业务的增量发展。 

2、对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项目建成运营后，广州燃气的物联网燃气表将原则上从合资公

司采购，以及对华南、西南其他地区业务开拓前景良好，另外加上工

商业燃气表、系统软件等其他业务的收入，可大幅提升金卡股份智能



燃气表业务的盈利能力。 

3、对偿债能力的影响 

本项目原始投资资金充足，达产后预计盈利情况良好，现金流稳

定良好，项目自身清偿能力和抗风险能力较好，不会对金卡股份偿债

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第五节 项目风险及防控措施 

 

该项目存在计量许可证取得、市场规模、人才和技术等不确定风

险。 

一、计量许可证取得风险 

对燃气表产品的生产制造，国家采取生产许可证方式进行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规定：“制造计量器具的企业、事业单位，

必须具备与所制造、修理的计量器具相适应的设施、人员和检定仪器

设备，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考核合格，取得《制造计量

器具许可证》”。广州金燃系新设公司，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取得方

面预计会存在一定壁垒。 

金卡股份将充分利用自身智能燃气表项目建设的丰富经验，全力

保障合资公司各类许可的取得。 

二、市场规模风险 

项目投产初期，由于广州金燃产品知名度及市场接受低，市场的

开拓势必会遇到压力，若未来市场规模不及预期，可能偏小，则规模

效益优势无法发挥，加上公司运营中固定成本不变，公司的盈利能力

及抗风险能力较弱。 

金卡股份和广州燃气将充分利用自身积累的丰富资源大力支持

合资公司市场开拓，扩大销售规模。 



三、人才和技术风险 

智能燃气表及燃气信息管理系统的研发生产需要具备对计量原

理、传感器、通信、微电子及计算机软件等技术均较为熟悉的复合型

专业人才，并要求其具有较高的技术开发能力和丰富的检验、试验经

验。另外，各地燃气公司对燃气表功能、智能收费平台软件等信息管

理系统产品提出个性化需求，而且随着行业的快速发展，各地燃气公

司不断提出新的功能需求，所以要求智能燃气表生产企业具备雄厚的

技术研发能力，建设专业的技术研发中心，配有专业的技术开发人员，

每年还要大量的研发经费投入，只有具备足够的技术研发创新能力才

能适应“多变、多样、个性化”的要求。 

金卡股份在燃气表行业积累了大量的技术人才，不乏行业专家，

具有丰富的经验。未来金卡股份将为合资公司提供专业人才支持及负

责各类专业人才培训，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第六节 报告结论 

 

综上分析，该项目结论如下： 

    1、广州金燃公司经营区域内蕴藏着历史性发展机遇，未来燃气

表市场需求潜力巨大。 

2、项目有利于金卡股份快速扩展华南及西南新市场；有利于获 

得稳定市场及优质、庞大的客户资源；有利于物联网燃气表全面推广。 

3、从市场、技术、人才、资金及效益等方面来分析，项目是可 

行的。 

4、该项目可能存在的风险可控。 

经上述综合分析，该项目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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