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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58                                证券简称：威尔泰                            公告编号：2020-032 

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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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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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尔泰 股票代码 00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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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骏 张峰 

办公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虹中路 263 号 上海市闵行区虹中路 263 号 

电话 64656465 64656465 

电子信箱 dm@welltech.com.cn dm@welltech.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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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27,017.77 40,743,064.23 -21.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220,407.03 -4,865,390.98 54.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3,518,148.64 -6,308,133.11 4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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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853,522.50 -16,111,284.75 82.2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5 -0.034 55.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5 -0.034 55.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7% -2.58%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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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55,223.05 204,797,222.99 -1.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3,107,402.32 175,327,809.35 -1.2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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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紫竹高新区（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41% 35,020,706    

西藏赛富合银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00% 14,347,150    

深圳昭时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91% 7,040,300    

韶关金启利贸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70% 6,745,719    

刘涅贞 境内自然人 3.00% 4,304,234    

易方达基金－中央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易

方达基金－汇金资管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9% 3,147,500    

华紫嫣 境内自然人 1.95% 2,800,000    

叶志浩 境内自然人 1.67% 2,390,000    

深圳鼎呈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开金鼎呈瑞华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0% 2,153,289    

杨平丽 境内自然人 1.17% 1,671,39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紫竹高新区（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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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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概述 

2020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在新冠疫情的阴影下可谓步履维艰。我国虽然在防疫方面做出

了较好的成绩，但受到一季度各行业延迟复工的影响，上半年经济依然发生了负增长。据国

家统计局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456,61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下降1.6%。

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下降6.8%，二季度增长3.2%。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依然为自动化仪器仪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全国范围的延迟

复工，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了较大冲击，同时下游需求延续了低迷的表现，虽然在二季度

各行业需求有所回暖，尤其是电磁水表的下游竞标项目明显增加，但整体上较疫情发生之前

仍有差距。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212.70万元，同比下降21.15%；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222.04万元，同比上升54.36%，基本每股收益-0.015元，同比上升55.88%。在

销售明显下降的情况下，公司依然实现了亏损上的收窄主要是因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下，

我国政府实施了阶段性的减免企业社保、医保缴费等扶持政策；同时，在不利的经济形势下，

公司进一步控制各项费用支出，公司半年度营业成本、期间费用均有显著下降。 

（2）主营业务分析 

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元 



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32,127,017.77 40,743,064.23 -21.15%  

营业成本 21,377,880.88 26,741,767.26 -20.06%  

销售费用 4,477,128.70 7,310,965.41 -38.76% 受疫情影响，上半年销售拓展受限，

致营业收入同比下降，销售员工薪酬

减少，同时外出差旅、办公等各项费

用同比下降；社保费用因疫情因素政

策性减免，同比下降。 

管理费用 8,471,162.23 11,038,122.75 -23.26%  

财务费用 -70,902.81 -114,318.19 37.98% 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477,533.39 980,714.60 -51.31% 子公司威尔泰软件公司本期利润同比

下降，计提所得税费用减少。 

研发投入 695,389.23 1,990,096.46 -65.06% 研发项目数量减少，研发投入减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853,522.50 -16,111,284.75 82.29% 本期原材料采购支付现金、工资及各

项费用支出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7,353.55 -1,844,359.47 102.03% 本期固定资产采购同比减少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2,815,478.72 -17,955,697.25 84.32% 主要因原材料采购支出、工资及各项

费用支出减少所致。 

公司报告期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没有发生重大变动。 

营业收入构成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营业收入合计 32,127,017.77 100% 40,743,064.23 100% -21.15% 

分行业 

仪器仪表制造业 32,127,017.77 100.00% 40,743,064.23 100.00% -21.15% 

分产品 

压力变送器 14,642,015.38 45.58% 17,581,725.03 43.15% -16.72% 

电磁流量计（含电

磁水表） 

14,110,321.39 43.92% 17,159,926.52 42.12% -17.77% 

环保监测 805,119.78 2.51% 1,780,497.72 4.37% -54.78% 

其他仪器仪表 2,504,041.23 7.79% 3,810,685.14 9.35% -34.29% 

材料 65,519.99 0.20% 410,229.82 1.01% -84.03% 

分地区 

华东区 15,411,276.84 47.97% 21,043,869.25 51.65% -26.77% 

南方区 7,099,167.26 22.10% 10,552,330.93 25.90% -3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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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区 7,827,389.59 24.36% 5,560,834.84 13.65% 40.76% 

北方区 1,789,184.08 5.57% 3,586,029.21 8.80% -50.11% 

（3）非主营业务分析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金额 占利润总额比例 形成原因说明 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投资收益 683,568.99 -39.22% 银行理财产品投资收益。 否 

营业外收入 93,109.42 -5.34% 非流动资产处置收益 否 

其他收益 773,330.77 -44.37% 本期收到的各级政府补助。 否 

信用减值损失 120,467.25 -6.91% 按照金融资产"预期损失法"

计提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

的坏账准备。 

否 

（4）资产及负债状况分析 

①资产构成重大变动情况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末 

比重增减 重大变动说明 
金额 占总资产比例 金额 占总资产比例 

货币资金 37,186,608.46 18.52% 37,272,780.07 17.98% 0.54%  

应收账款 26,982,688.93 13.44% 29,744,416.98 14.35% -0.91%  

存货 53,714,624.77 26.76% 58,766,261.62 28.35% -1.59%  

固定资产 12,925,551.42 6.44% 16,716,003.35 8.07% -1.63%  

在建工程 130,999.93 0.07% 129,314.97 0.06% 0.01%  

应收票据 5,462,011.20 2.72% 5,001,500.00 2.41% 0.31%  

应收款项融资 2,610,444.00 1.30%   1.30%  

其他应收款 1,326,505.46 0.66% 2,105,263.81 1.02% -0.36%  

其他流动资产 36,742,367.63 18.30% 35,671,299.77 17.21% 1.09%  

其他非流动金

融资产 
4,500,000.00 2.24%   2.24%  

无形资产 5,501,244.26 2.74% 5,681,186.74 2.74% 0.00%  

长期待摊费用 9,372,104.85 4.67% 9,693,854.46 4.68% -0.01%  

应付账款 15,192,204.24 7.57% 12,392,813.14 5.98% 1.59%  

预收账款   3,068,201.54 1.48% -1.48%  

合同负债 2,946,967.02 1.47%   1.47%  

应交税费 824,970.77 0.41% 1,208,965.32 0.58% -0.17%  

②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和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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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期初数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

累计公允价

值变动 

本期计提

的减值 

本期购

买金额 

本期出

售金额 

其他变动 期末数 

金融资产  

其他权益工

具投资 

4,500,000.00       4,500,000.00 

应收款项融

资 

5,270,555.68      2,660,111.68 2,610,444.00 

上述合计 9,770,555.68      2,660,111.68 7,110,444.00 

金融负债 0.00       0.00 

应收款项融资均为银行承兑汇票，剩余期限较短，以票面金额作为其公允价值合理估计值。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资产计量属性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 是 √ 否  

（5）投资状况分析 

①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

资成本 

本期公允

价值变动

损益 

计入权益的

累计公允价

值变动 

报告期内购

入金额 

报告期内

售出金额 

累计

投资

收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

源 

应收款项融资       2,610,444.00 
自有资

金 

其他非流动金

融资产 
      4,500,000.00 

自有资

金 

合计       7,110,444.00 -- 

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③非募集资金投资的重大项目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非募集资金投资的重大项目。 

（6）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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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子公司及对公司净利润影响达 10%以上的参股公司情况 

单位：元 

公司名称 公司类型 主要业务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上海威尔

泰仪器仪

表有限公

司 

子公司 
自动化仪

表制造业 
2,500 万元 

57,013,317

.41 

30,044,662

.15 

36,419,424

.13 

-105,453.4

7 

-430,763.5

3 

报告期内取得和处置子公司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报告期内取得和处置子公司方式 对整体生产经营和业绩的影响 

上海紫竹高新威尔泰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上海威尔泰仪器仪表

有限公司分立后取得 
对公司生产经营无重大影响 

主要控股参股公司情况说明 

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8 日召开了 2019年度股东大会，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上海威尔泰仪器仪表有限公司进行存续分立的议案》。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上海威尔泰仪器仪表有限公司根据经营发展需要，拟进行存续分立，分立后仪

器仪表公司继续存续，注册资本 2,500 万元，主要从事流量仪表的相关业务，同时在上海市

闵行区新设上海紫竹高新威尔泰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7,500 万元。截止报告期末，上海

威尔泰仪器仪表有限公司完成了存续分立的工商登记相关工作，存续公司和新设公司完成了

工商注册变更及登记手续，并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 

（7）对2020年1-9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业绩预告情况：净利润为负值 

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区间数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万元） -200 -- 0 -612.19 增长 67.33% -- 100.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4 -- 0 -0.043 增长 67.44% -- 100.00% 

业绩预告的说明 
随着下游行业的经营情况逐步恢复常态，预计今年三季度公司的订单情

况会继续回暖，因此预计前三季度业绩情况较去年同期有所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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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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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

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以

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

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

月1日起施行该准则，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

年1月1日起施行该准则。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

31日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3）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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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团之二级子公司上海威尔泰仪器仪表有限公司根据经营发展需要，进行存续分立，

分立后仪器仪表公司继续存续，注册资本2,500万元，主要从事流量仪表的相关业务，同时在

上海市闵行区新设上海紫竹高新威尔泰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7,500万元。截止报告期末，

上海威尔泰仪器仪表有限公司完成了存续分立的工商登记相关工作，存续公司和新设公司完

成了工商注册变更及登记手续，并于2020年6月29日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 

 

 

 

 

 

 

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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