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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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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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数后的股本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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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专业化生产和销售全系列智能控制阀产品的高科技民营企业，坚持先进装备的国产化和技术自主创新。依靠高端

的技术研发和先进的制造能力，公司形成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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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三通调节阀等系列产品。  

控制阀行业上游主要为铸件、锻件、密封件和一些基本电子元器件等工业原材料生产行业，下游行业包括石化、钢铁、

能源、冶金等国民经济基础和支柱行业，销售业务围绕上述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展开，主要采用直销方式进行销售，在组

织生产时通常采用“以销定产”的模式，对每个客户的每个合同单独进行研发、设计和加工制造，较好的满足了不同行业、不

同客户的差异化需求，结合优异的产品质量、快速的服务响应机制，公司与一大批国内大型企业集团建立了长期友好的合作

关系。  

近年来，国家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推广节能减排等举措，带动了下游行业的项目投资和技术改造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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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在《“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6-2020年）》等一系列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

政策引导下，公司始终坚持加强研发能力、提升产品质量、吸引用好人才，在产品控制精度、可靠性等方面逐步缩小了与国

外高端品牌的差距，结合多年来树立的品牌形象和获得的良好声誉，实现了收入规模的稳步增长。本公司2018年、2019年、

2020年营业总收入分别为3.76亿元、4.77亿元、5.52亿元，销售额位居国内控制阀行业前列。 

公司建立了一支行业内资深的研发队伍，以高端进口控制阀国产化为目标，注重研发中高端控制阀产品。近年来，公司

在国内大型PTA装置的产品业绩较为突出，大型PTA装置对控制阀的稳定性、密封性、调节精度及材质均有较高要求，公司在

扬子石化、仪征化纤、中国石化洛阳分公司、浙江逸盛、逸盛大化、虹港石化、江苏海伦石化、翔鹭石化、嘉兴石化等大型

PTA装置项目中提供了全系列的控制阀，成为成功国产化项目的典范。此外，公司自主研发设计的三偏心蝶阀、Z系列角阀、

R9系列顶装式球阀等产品已经达到国产领先水平并跻身国内中高端市场，打破了国外产品长期在该领域的垄断，且与进口产

品相比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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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551,724,703.77 476,613,790.84 15.76% 376,051,123.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7,084,304.45 70,107,852.79 -18.58% 63,043,783.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4,578,231.14 53,983,831.05 1.10% 50,713,018.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288,055.52 20,346,870.20 -337.32% 43,615,179.8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21 -19.05% 0.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21 -23.81% 0.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45% 10.51% -3.06% 10.33%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1,458,062,614.15 1,326,722,834.86 9.90% 994,922,976.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79,296,919.61 744,332,379.35 4.70% 639,451,6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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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892,598.64 139,688,619.76 151,026,789.69 155,116,695.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293,840.88 12,997,092.24 16,329,332.52 19,464,038.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833,711.66 13,133,571.38 14,796,174.42 18,814,773.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957,299.18 21,843,937.11 -21,178,163.18 -3,996,53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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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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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7,516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6,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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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462,600 质押 39,316,240 

李春喜 境内自然人 6.95% 23,123,100 0   

李耀武 境内自然人 6.95% 23,120,000 0   

吴畏 境内自然人 6.64% 22,071,152 17,340,000   

孟少新 境内自然人 6.22% 20,697,020 0   

孙明东 境内自然人 1.79% 5,967,744 5,202,000   

杜学军 境内自然人 1.79% 5,936,026 4,452,019   

陈彦 境内自然人 1.79% 5,936,000 4,452,000   

无锡天亿信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3% 5,072,8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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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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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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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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度，受新冠疫情的冲击，行业竞争日益激烈，企业发展面临的挑战与风险加深，面对不确定的内外因素，公司坚

守“扎扎实实打基础，勤勤恳恳做事业”的经营理念，聚焦公司发展战略，逐步实现公司经营目标。 

2020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5,172.47万元，同比增长15.7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708.43万元，同比减少

18.58%。 

报告期内，公司在中石化2020年控制阀采购框架招标中，参与6个标段的招标，并取得全部标段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为

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市场基础。同时，公司加大营销人才的引进和培养，采用多元化培训方式，吸引留住人才，打造一

流营销团队，为营销骨干建立良好的发展平台和上升通道；此外，公司还利用ERP、MES、PLM等信息化手段，不断提升销

售运行管理水平，旨在为客户提供更优质更高效的服务。 

报告期内，首发募投项目运行有序，再融资募投项目初步建成。公司派驻核心管理人员赴江苏智能开展经营管理，确立

了“以质量为前提、以生产为根本、以效益为导向”的生产经营理念，制定了明确的年度经营目标，坚持走技术指导生产的产

品路线，有效解决了产品需求，逐步实现经营目标。 

报告期内，公司启动新建“开关控制阀基地建设项目”。2020年8月，公司购得国有建设用地89亩，规划建设开关阀项目，

本项目旨在通过优化产品结构，加快产能释放和工艺技术水平提升，确保公司中长期战略规划顺利实施。本项目的实施可提

高开关阀生产设备的先进性和产品专业化生产水平，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的可靠性、稳定性，增强为

客户提供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的能力，深化中高端控制阀产品的进口替代，扩大企业竞争优势和品牌影响力。 

报告期内，公司加大研发力度，重视技术创新。公司利用博士后工作站平台，引进高端研发人才，充实研发团队，本着

“勇于探索、敢于担当”的精神，公司的工艺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共拥有发明专利53项、实用新型专利92

项、外观设计专利10项，在行业内处于优势地位。随着科技中心建成投入使用，公司加大研发投入，建立了完备的产品测试

平台，有效降低了产品生产周期与成本，提升了产品的使用寿命与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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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310,046.60   70,225,936.24  37.55% 14.14% 13.92% 3.62% 

阀门检维修  50,373,078.94   15,082,450.29  52.53% -5.21% 21.40% 1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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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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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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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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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本公司于2020年1月1日执行新收入准则，对会计政策的相关内容进行调

整，详见附注三、26。 

新收入准则要求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即2020年1月1日）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

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在执行新收入准则时，本公司仅对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计影响数进行调整。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公司2020年1月1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月1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应收账款 202,703,748.12 190,907,528.88 -11,796,219.24 

合同资产 - 11,796,219.24 11,796,219.24 

流动负债：  

预收款项 71,413,017.12 - -71,413,017.12 

合同负债 - 63,197,360.28 63,197,360.28 

其他流动负债 - 8,215,656.84 8,215,656.84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月1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应收账款 200,489,883.95 188,693,664.71 -11,796,219.24 

合同资产 - 11,796,219.24 11,796,219.24 

流动负债：  

预收款项 61,934,665.32 - -61,934,665.32 

合同负债 - 54,809,438.34 54,809,438.34 

其他流动负债 - 7,125,226.98 7,125,22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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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