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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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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根据公司 2021 年 4 月 26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40元（含税）。本次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多伦科技 603528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毅 钱晓娟 

办公地址 南京市江宁区天印大道1555号 南京市江宁区天印大道1555号 

电话 025-52168888 025-52168888 

电子信箱 liyi@duoluntech.com qianxiaojuan@duoluntech.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 主要业务 

多伦科技是国内领先的以交通安全为核心的“数字化解决方案+生活服务”科技公司，自 1995

年成立以来持续强化大数据、AI、物联网、三维虚拟仿真、北斗定位等核心技术积累，不断夯实

智能驾考行业龙头地位的同时深化业务创新与转型布局，目前已形成涵盖“人（驾考/驾培）、车



（智慧车检）、路（智能交通）”的完整产业链布局，为行业客户提供领先的数字化产品和解决方

案，为消费者提供包括驾驶员培训、机动车检测等内容的生活服务，业务覆盖全国 30余个省份（自

治区、直辖市）。 

公司业务目前主要分为以下四个业务板块： 

1、智慧车管 

智慧车管业务主要包括智能驾考、数字车管等业务单元，其中智能驾考业务主要面向驾考考

场提供智能化的机动车驾驶人考试系统整体解决方案，实现科学、规范、安全、有序的驾考全过

程自动评判，持续提升驾考监管和服务能力；数字车管业务主要面向车管部门提供综合服务整体

解决方案，实现车管业务流程线上化与智能化，全面助力管理效能提升。 

2、智慧驾培 

智慧驾培业务是以合作驾校为支撑，面向驾考学员的新一代智慧驾培平台服务业务，公司以

智能模拟器、机器人智能教练、计时培训系统等智慧驾培产品和解决方案为基础，引领驾培行业

向智能化培训转型，助力驾校降本增效，提高教学效率与质量，实现驾考学员规范化、全天候等

学车需求。其中，智能模拟器助力学员夯实基础，提升多种场景下的应对能力，为实车训练奠定

坚实基础；机器人智能教练构建了完备的智能教学体系以及全面的安全防护体系，将标准化的教

学方案与大数据驱动的个性化学车体验相结合，全面提升学员学习效果；计时培训系统主要是为

行业管理部门提供学时解决方案，实现对驾驶培训过程的监督、管理和服务。 

 

3、智慧交通 

智慧交通业务是积极响应交通强国政策，面向交通运输和交通管理等领域提供行业领先的产

品、解决方案及服务，满足客户在系统运行监测、运行状况评价、交通信号优化等价值场景的业

务需求，为交通行业管理决策、公众出行服务等方面提供有力支持，全面助力安全、便捷、高效、

绿色、经济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构建。 

4、智能车检 



智能车检业务是公司作为机动车检测服务运营商，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等相关

政策要求，为车主提供安全技术检验、环保定期检验以及综合性能检验等强制性机动车检测服务，

帮助及时提醒车辆安全隐患，预防交通事故的发生，避免尾气超标排放。其中安检服务主要检测

机动车行驶安全性项目，环检服务主要检测机动车行驶尾气排放状况，综检服务主要检测营运车

辆的安全、动力性能等。 

（二）经营模式 

1、生产模式 

公司负责产品的设计、研发、供应链控制和生产，根据市场及客户需求等因素制定相应的采购计

划，通过外购方式取得生产所需原材料，开发并生产核心硬件和部分通用硬件设备产品，结合自

主开发的核心业务软件系统，形成整体解决方案。公司通过多种供应链保障控制确保生产的正常

开展，打造柔性化生产提升客户响应速度方式，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2、盈利模式 

公司的盈利模式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 

a.产品销售模式 

公司智慧车管以及智慧交通业务主要面向行业客户，其中智慧车管主要采用直销模式，通过

全国营销网络向客户销售产品及解决方案，并向客户提供产品安装调试，用户培训，售后维保等

服务，智慧交通业务主要是以招投标的方式取得销售合同。 

b.服务收费模式 

公司智慧驾培以及智能车检业务主要面向个人客户，其中智慧驾培服务依托在合作驾校部署

的模拟器、机器人教练等设备为学员提供培训服务，按服务课时收费；智能车检服务采用实体运

营的方式，通过车检站为车主提供相关检测服务，按服务人次收费。 

同时，为保障公司业务稳定运行，更好满足优质服务需求，公司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较为完

善的服务网络，形成辐射全国的售后服务体系，贴近客户一线提供本地服务，并全天 24小时为客

户提供产品咨询、技术支持、客户投诉及建议等线上服务。  

（三）行业情况说明 

公司坚定围绕交通核心三要素“人、车、路”进行业务布局，深化创新驱动，持续推动公司

从科技型公司向“科技+服务”型公司转型。公司业务领域涉及的行业情况主要如下： 

1、智慧车管行业 

机动车驾驶人数持续增长，为智慧车管行业发展奠定坚实的需求基础。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

续快速发展，机动车保有量保持较快增长，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完成人数持续增长，尽管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2020年上半年新领证驾驶人数量出现较大下滑，但下半年已基本恢复至2019年同期

水平，2020年全国新领证驾驶人数量依旧达2,231万人，占全国机动车驾驶人总数的4.90%。 

政策指引与技术驱动共振，智能驾考系统升级改造需求持续向上。随着我国道路通车里程、

机动车和驾驶人数量、道路交通量持续大幅度增长，国家对道路交通安全愈加重视，对机动车驾

驶人要求日渐严格，主管部门陆续出台相关政策推进驾考改革驾考标准不断动态升级，智能驾考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AI、虚拟仿真、物联网等技术愈发成熟，驱动驾考系统往自动化智能化方向

持续迭代升级，进一步保障机动车驾驶科目考试中评判的客观性和精确性，行业需求持续向上。 

车管所放管服改革持续推进，车管所数字化升级市场空间广阔。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高质



量发展、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公安部持续推进交管放管服改革，成效显著，2020年网

上办理车辆和驾驶证业务6,769万次，与2019年同比增长124%。业务信息化、服务智能化等改革内

容激发了很多新的业务场景和需求，驱动车管所业务与管理加快数字化升级进程，为行业带来广

阔的市场空间。 

2、智慧驾培行业 

驾培行业快速发展，但行业痛点显著。受益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汽车消费火爆等因素，居

民考取机动车驾驶证热情高涨，驾培行业快速发展，目前全国现有驾培机构超1.9万家。同时行业

痛点较为显著，如行业竞争比较激烈，驾培行业产能利用率较低，仅为48.4%；教练等人工成本高，

管理模式大多较为粗放，驾校运营效率较低；严重依赖教练个人能力，教学标准化程度不足，容

易滋生出部分“吃、拿、卡、要”等不正之风，破坏驾校形象等。 

技术驱动，驾培行业加速智慧化变革。人工智能、三维仿真、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高速发展，

智能模拟器、机器人教练等行业创新产品持续推出，采用智能模拟器进行入门练习，由机器人教

练引导学员实车训练的驾培新业态认可度快速提升，驾培行业逐渐向数字化、智能化、标准化的

新一代智慧驾培模式转变，产业迎来全新发展机遇。 

3、智慧交通行业 

从顶层设计到配套实施，交通强国、十四五规划等政策持续推动交通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

以数字经济为核心的新基建政策加码，数字化的采集体系、网络化的传输体系和智能化的应用体

系构建需求进一步明确和提升，数据、技术与客户需求深度融合，新的业务需求被挖掘和满足，

政策及需求双轮驱动助推智慧交通行业迎来持续高景气发展。 

5G、AI等高新技术产业生态持续完善，物联感知更加精准多元，信息交互更加稳定高速，决

策分析更加全面智能，以智能网联汽车为代表的的新一代智慧交通价值场景应用快速推进，技术、

产品及解决方案不断完善，商业模式持续优化，产业化进程进一步提速，行业开始进入发展变革

新阶段。 

4、智能车检行业 

政策保障与实际需要并重，机动车检测刚性需求特性显著。机动车检测直接关系到道路交通

安全和社会环境保护，与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

条例》、《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都对在用机动车的安全、环保性能以及

营运车辆综合性能实施强制性检测做出明确规定，并根据道路交通安全、环境保护等实际需要适

时对相关检测标准进行修订，因此，机动车检测刚性需求特性明显，保障行业稳步增长。 

机动车保有量与平均车龄逐年提升，机动车检测服务客户基础扎实。我国机动车保有量保持

快速发展态势，2020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机动车 3,328万辆，比 2019年增加 114 万辆，增长 3.56%，

全国机动车保有量整体达 3.72亿辆。根据德勤等机构咨询报告，目前我国保有车辆的平均车龄接

近 5 年，随着汽车行业向存量市场演进，平均车龄还将持续增长，将有大量车辆步入车检行列，

为机动车检测服务行业奠定坚实的客户基础。 

行业痛点突出，监管升级加速产业整合进程。自 2014年起，政府在机动车检测领域快速推进

“简政放权”、“三检合一”政策，并逐步放开机动车检测收费，推动民营资本快速进入机动车检

测市场，但行业部分痛点问题突出，车检手续复杂、服务态度冷漠、办理时间长、费用不透明等

现象层出不穷，经营效率整体水平较低。监管部门不断加大整治力度，对违规操作、瞒报等行为



坚决打击，加速产业整合进程，全国范围内的品牌连锁经营有望通过更高效的运营管理、更合规

的业务运转等优势实现快速成长。 

新能源车市场高速成长，检测服务迎来变革新阶段。新能源已经成为国家战略，车企产品丰

富度不断提升，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接受度将持续提高，新能源汽车产业蓬勃发展，截至 2020

年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 492 万辆，比 2019 年增加 111 万辆，增长 29.18%，高增长态势

明显。新能源车检验将在原有机动车安检的基础上新增对电池、电机以及电控系统的检测，检测

难度等方面将迎来较大提升，车检行业逐渐进入发展新阶段。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2,850,570,266.08 2,158,408,193.72 32.07 2,102,002,329.95 

营业收入 635,621,702.58 697,875,264.08 -8.92 550,103,603.1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79,544,444.51 153,411,435.40 -48.15 134,990,277.2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50,440,675.05 135,861,952.47 -62.87 123,144,586.4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772,091,878.01 1,599,560,009.49 10.79 1,472,515,707.15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59,531,952.02 102,509,436.08 -41.93 125,622,757.35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276 0.2469 -48.32 0.217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275 0.2463 -48.23 0.2174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4.87 10.02 减少5.15个百分

点 

9.55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34,556,804.57 171,143,065.79 178,727,670.65 251,194,161.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8,440,953.92 44,257,381.88 40,241,173.00 23,486,843.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32,235,458.57 41,013,735.77 30,474,942.87 11,187,454.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8,893,390.32 24,581,288.18 8,267,759.17 85,576,294.99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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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5,59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8,09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北京安东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392,692,500 62.65 0 无 0 其他 

南京金伦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358,100 13,591,900 2.17 0 无 0 其他 

南京嘉伦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410,700 13,539,300 2.16 0 无 0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二

组合 

  10,056,600 1.60 0 无 0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

组合 

  7,360,998 1.17 0 无 0 未知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

二零八组合 

  1,925,100 0.31 0 无 0 未知 

余荣琳   1,876,822 0.30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赵会来   1,792,728 0.29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华安 MSCI中国

A股指数增强型证券投

资基金 

  1,647,300 0.26 0 无 0 未知 



郑建   1,436,500 0.23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南京金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和南京嘉伦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北京安东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系一致行动人。公司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有关联

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20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36 亿元，同比下降 8.92%；发生营业成本 3.35亿元，同比

下降 2.41%；实现利润总额 9,217.91万元，同比下降 47.81%；实现净利润 8,295.46 万元，同比

下降 44.5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7,954.44万元，同比下降 48.15%。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包括本公司和受本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61家，并无控制的结

构化主体，有关子公司的情况详见本附注“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本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

比上年度增 53家，减少 2家，详见本附注“合并范围的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