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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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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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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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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妍 池佳磊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莫干山路 1418-41 号 

6 号楼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莫干山路 1418-41 号 

6 号楼 

电话 0571-88179003 0571-88179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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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箱 zhangyan@viewshine.cn chijialei@viewshine.cn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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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95,837,574.98 173,586,225.82 12.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506,494.18 18,918,311.42 3.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8,863,304.83 16,451,738.35 14.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5,069,875.54 -33,316,174.93 -95.3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55 0.2911 -15.6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55 0.2911 -15.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3% 7.92% -3.4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678,099,566.53 467,796,621.91 44.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16,588,054.26 277,613,873.02 86.0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注：半年报披露的前十名股东名称、持股数量及其排序以结算公司提供的股东名册为准。另外，证金公司自身持有的上市公

司股份，划转给中央汇金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以及通过各类公募基金、券商资管计划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均不合并计算。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8,00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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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黄文谦 境内自然人 23.15% 20,060,400 20,060,400 质押 2,090,000 

范慧群 境内自然人 13.02% 11,280,400 11,280,400 质押 2,381,000 

深圳市中燃科

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46% 10,800,000 10,800,000   

马善炳 境内自然人 6.18% 5,359,200 5,359,200   

杭州颐丰睿投

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62% 4,000,000 4,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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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国寅 境内自然人 2.54% 2,200,000 2,200,000   

胡国忠 境内自然人 1.15% 1,000,000 1,000,000   

郭亚翔 境内自然人 1.11% 960,000 960,000   

范慧珍 境内自然人 1.11% 960,000 960,000   

俞东敏 境内自然人 0.90% 780,000 78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十名持股股东中，范慧群女士与范慧珍女士是姐妹关系；范慧珍女士是杭州颐丰睿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人；除此之外，前十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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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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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燃气管理软件、智能燃气表计量终端及

新一代超声波计量仪表等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及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国内领先的智能

燃气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195,837,574.98元，同比增长12.82%，

营业成本134,746,263.96元，同比增长15.10%，销售费用22,226,762.17元，同比增加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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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费用19,616,640.53元，同比增长3.23%，财务费用-1,865,271.54元，同比减少1537.56%；

实现营业利润16,275,795.63元，净利润19,506,494.18元，同比增加3.1%。总体而言，公司

经营有序，业绩稳中有进。 

2017年上半年，国内宏观经济处于转型升级的换档期，供给侧改革优化国民经济产出结

构。从天然气行业趋势来看，目前天然气使用占一次性能源消耗比例仍较低，受到清洁能源

推广、煤改气等政策的推动，行业整体发展前景可期。作为天然气终端消费的上游，智能燃

气表行业竞争激烈，竞争对手不断涌现，但公司始终坚持“工匠精神”，重视技术研发和产

品质量，不断追求卓越。 

在市场营销方面，公司与港华燃气、华润燃气、中国燃气、新奥能源、昆仑能源五大燃

气集团有良好合作关系。除五大燃气集团之外，公司继续积极开拓进取，布局战略大集团客

户和区域小集团客户，提升有效市场覆盖率。从销售结构看，随着远传燃气表和电子式超声

波燃气表销量增加，客户对于无线远传、物联网、超声波计量等新技术应用的认可度正在逐

渐提高。公司将继续深耕细作，以威星的技术、产品、专业化服务满足客户的需求，提升满

意度。 

中国燃气集团是公司战略投资者，也是重要的核心客户。公司拟与中燃慧生活（中国燃

气集团旗下公司）合资建厂，此举将促进与中国燃气战略合作的深化落地，发挥公司技术创

新优势，有利于双方在智慧能源领域的深入探索。从长期看，能够助推公司主营业务稳健发

展，提升公司市场占有率，打造品牌效应，与中国燃气集团形成合作共赢的良好局面。 

在国家智能制造2025的战略规划下，自动化、智能化、可视化的生产模式将是未来的制

造业改造升级的主流方向。公司以实现智能制造、打造智慧工厂为目标，在电子装配、产品

防护、成品装配等工序流程实现了自动化生产和自动化检测，随着改造项目进度的推进，生

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将会进一步提高，减少低附加值的人工投入，降低制造成本，提升竞争力。 

在内部组织优化方面，公司明确了战略规划目标，对管理绩效进行了细致梳理和科学论

证，进一步推进公司未来战略布局的落地。威星与国内知名管理咨询公司合作，提高管理决

策的效率，提升员工积极性，为公司创造价值。 

2017年上半年，威星成功登陆深交所中小板，对于公司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

在下半年工作中，公司将继续专注于主营业务，在市场端积极开拓进取，在研发端追踪行业

前沿、持续创新，加强内控合规，提高管理水平，努力以稳健的经营业绩回报广大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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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8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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