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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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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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数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总

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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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自控 股票代码 002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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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剑飞  

办公地址 无锡市锡达路 258  

电话 0510-88551877  

电子信箱 sjf@wuxismart.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一家融生产、销售、研发、服务于一体的专业从事全系列智能控制阀的高新技术企业。自 2001 年成立以来，公

司一直专注于智能控制阀及其配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以及检维修服务。公司营业范围包括：仪表阀门及其自动控制装置的

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和技术转让；环保设备的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化工机械的加工；自营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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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经营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普通货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智能控制阀属于仪器仪表的一种，一般由执行机构、阀本体和控制附件组成，通过接受调节控制单元输出的控制信号，

借助动力系统去改变流体的流量、压力、温度、液位等工艺参数的最终控制元件。其广泛运用于石化、冶金、能源、环保、

食品等行业企业工业生产过程控制，在现代工业自动化控制领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 P 系列单座套

筒阀、M 系列套筒调节阀、W 系列蝶阀、R 系列球阀、Z 系列物料阀、F 系列防腐阀、Y 系列自力式调节阀、J 系列角型控

制阀、T 系列三通调节阀等。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采用直销模式进行销售。公司需要对每个客户的每个合同单独进行研发、设计和加工制造，下游客

户对智能控制阀的单次采购量通常较小；同时，智能控制阀的单位价值通常较高，特别是一些采用特殊材质制造的产品。结

合以上批量小、品种多、定制化的特点，本公司在组织生产时通常采取“以销定产”、按照订单组织设计、采购和生产。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保持上升趋势，主要原因包括： 

（1）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业是现代工业的基础行业，下游产业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并且涵盖了人民生活的多个

方面。国家推动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步伐加快，新兴产业加速发展和落后产业转型升级增加了工业自动化仪表的

市场需求。 

（2）近年来，国内石化行业一直处于产业升级阶段，目前我国许多石化工业的基础设施需要更换，以提升装置的自动

化水平和过程控制效率，同时为了达到节能减排的环保要求，大量现有石化生产设备需进行大规模技术改造。该领域较大的

需求空间，结合公司多年来树立的品牌形象和竞争优势，为公司的营业收入提供了保障。 

（3）公司依托国家“关键设备国产化”的政策鼓励与扶持，近年来不断加强在技术研发及创新方面的投入，在产品控制

精度、可靠性等方面逐步缩小与国外高端品牌的差距。进口替代市场逐年扩大，带动公司营业收入稳定上升。 

从营收规模来看，本公司 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营业总收入分别为 3.07 亿元、3.76 亿元和 4.77 亿元，是国内控制

阀行业领域少数年销售收入突破 3 亿元的企业之一；从产品来看，本公司中高端控制阀的专业产品和服务赢得了行业内和下

游企业的广泛认可，尤其在高端产品的进口替代方面更是走在行业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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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476,613,790.84 376,051,123.22 26.74% 307,423,199.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0,107,852.79 63,043,783.51 11.21% 47,646,591.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3,983,831.05 50,713,018.46 6.45% 46,604,997.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346,870.20 43,615,179.84 -53.35% -35,880,799.3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 0.19
注
 10.53% 0.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 0.19 10.53% 0.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51% 10.33% 0.18% 10.14%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1,326,722,834.86 994,922,976.81 33.35% 823,864,810.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44,332,379.35 639,451,605.21 16.40% 585,320,705.32 

注：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总股本 207,808,000.00 为基数，每 10 股转增 6 股，考虑上述影响，

调整了前期每股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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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222,568.11 124,074,718.90 144,186,449.30 111,130,05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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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666,339.78 13,220,691.66 32,115,182.81 13,105,638.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178,993.43 13,189,005.23 16,772,119.53 12,843,712.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387,114.32 -567,466.19 32,700,688.71 14,600,7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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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1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5,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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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沈剑标 境内自然人 37.48% 124,616,800 124,616,800 质押 58,816,240 

吴畏 境内自然人 6.95% 23,120,000 17,340,000   

李耀武 境内自然人 6.95% 23,120,000 0   

李春喜 境内自然人 6.95% 23,120,000 0 质押 7,200,000 

孟少新 境内自然人 6.26% 20,820,020 0   

孙明东 境内自然人 2.09% 6,936,000 5,202,000   

杜学军 境内自然人 1.79% 5,936,026 5,202,000   

陈彦 境内自然人 1.79% 5,936,000 5,202,000   

无锡天亿信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3% 5,072,800 5,072,800   

仲佩亚 境内自然人 0.65% 2,176,000 1,632,000   

沈剑飞 境内自然人 0.65% 2,176,000 1,632,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沈剑飞，沈剑标之胞弟。（2）沈小堃，无锡天亿信投资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沈剑标、

沈剑飞之侄。沈剑标持有天亿信投资有限公司 61.13%的出资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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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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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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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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国内经济面临较大压力。行业内部，竞争更显残酷的同时，客户对供应商的资质、

产品的质量、研发的水平、服务的差异、生产的方式、装备的能力、企业的管理等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对如此挑战，公司采

取了一系列措施，团结拼搏、不断进取，努力克服不利影响，总体保持了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 

报告期内，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47,661.38 万元，同比增长 26.7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010.79 万元，同

比增长 11.21%，顺利达成公司年度目标。 

2019 年初，公司在中石化共七个控制阀标段的框架协议全国公开招标中以五个第一、二个第二的优异成绩，名列行业

前茅；2019 年中，公司在中石油 2019 年气动调节阀集中采购招标项目中，获得九个标段入围甲级供应商的优异成绩；此外，

公司与浙江逸盛新材料签订了超过 1.6 亿元的合同，公司优质客户的比重得到显著上涨，公司的市场地位和行业影响力得到

提升，公司的发展获得了更坚实的市场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有序推进前次募投项目的建设运行，“年产 1 万套高性能智能控制阀项目”进入试运行阶段，项目的采购

和建设总体符合计划和预期；“科技中心项目”旨在提升公司的综合研发实力，为实现公司长远发展目标提供技术保障，其在

试运营阶段已经开始承担部分研发任务与产品孵化任务，试运营情况良好；“营销导向型区域服务中心总部建设项目”于报告

期末已全面投入使用。 

报告期内，公司加快推进企业发展，于 2019 年 7 月，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了 23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2.3 亿元。“特种阀门深加工项目”和“直行程智能控制阀制造基地建设项目”两个募投项目的建设，有利于

公司进一步提高产品附加值，实现产品“质”的提升，逐步完成公司以中高端产品为主的产品结构调整；同时，大幅提升产能，

实现产品“量”的保证，拓展企业盈利空间，实现公司战略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的产品优化工作稳步推进，一次装配合格率持续提升，产品一体化设计的理念与规范化的体系逐步落实。

本期公司新增国家专利 5 项，累计拥有国家专利 169 项。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动营运管理创新，进行了组织架构改革，充实并加强了干部队伍建设与后备队伍培养，公司员工

构成与员工队伍不断优化，公司各项管理平台得到全面升级和拓展。 

报告期内，公司扎实推进了党建工作，重新选举并产生了新的一届党支部。 

2020 年，公司在首发募投目建成投产的基础上，产品线将更为丰富，技术实力将更强，服务客户的深度和广度将更大。

内部治理方面，公司将进一步推进经营管理改革，在现有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组建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上，

进一步完善其分工合作、相互监督的治理职能和机制，强化自身管理，增加信息透明度，建立科学、完善的现代企业管理制

度，同时接受广大投资者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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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控制阀 411,176,682.83 61,645,966.44 36.24% 32.70% 35.39% 3.11% 

阀门检维修 53,141,089.82 12,423,952.65 44.63% 12.58% -16.12% -13.91%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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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9 年 4 月 30 日，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要求

对已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应按如下规定编制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中将“应收票据

及应收账款” 行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增加“应收款项融资”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等；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行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2019 年 9 月 19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与

财会【2019】6 号配套执行。 

3、财政部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 号）、《企业会

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 号），于 2017

年 5 月 2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本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 日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对会计

政策的相关内容进行调整，详见附注三、10。于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

的，本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对金融工具的分类和计量（含减值）进行追溯调整，将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

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即 2019 年 1 月 1 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 2019 年 1 月 1 日的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同

时，本公司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 

4、2019 年 5 月 9 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 号），根据要求，本公司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

产交换，不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0 日起执行本准则。 

5、2019 年 5 月 16 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 号），根据要求，本公司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进行追溯调

整，本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7 日起执行本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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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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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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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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