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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辉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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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未发生变更，仍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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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498,424,19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5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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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昇辉科技   股票代码 30042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鲁亿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宋晓刚 张晓艳、邹美凤 

办公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环镇路 17 号 山东省烟台莱阳市龙门西路 256 号 

传真 0535-7962877 0535-7962877 

电话 0757-23600858 0535-7962877 

电子信箱 IR@gdsunfly.com IR@gdsunfly.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电气成套设备 

公司电气成套设备主要包括工业用电气成套设备和民用电气成套设备两大类，工业用电气成套设备主要应用于石油、石

化、电力、冶金、造纸、医药、轨道交通、环保、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民用电气成套设备主要应用于民用建筑、公共建筑、

市政工程等领域。公司通过专业化多学科技术集成，为客户提供集硬件、软件、服务于一体的供配电解决方案，赋能客户实

现能效管理和设备管理，保证供配电系统的连续性、安全性和可靠性。 

2、LED照明与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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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LED照明与亮化业务主要包括亮化照明、家居照明、光源电器、办公照明、商业照明、户外照明等产品，广泛应用

于住宅小区、写字楼、酒店、商场、学校、城市亮化等多种场景。公司树立“以人为本”的光文化理念，通过专业化的设计与

实施，实现高效节能的建筑夜景照明系统；以科技先进的照明技术为依托，将绿色环保的照明理念贯穿于夜景照明中，使用

绿色的照明器具与设备，避免光污染等有害光的出现。 

3、智慧社区 

公司智慧社区产品主要根据客户个性化需求，通过方案设计、软件平台开发、集成安装实施、设备调试、后期系统运行

维护等主要流程，为城市、社区、酒店、商业楼宇、普通家庭等客户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和相关产品。公司运用物联网、大

数据、AI、云计算等技术，通过自主研发核心产品与产业链深度资源整合，互联互通实现产品与整体解决方案融合，广泛

服务于智慧社区、智慧酒店、智慧办公楼宇、智能家居、智慧城镇、智慧医院、智慧监管、智慧交通、智慧安防等场景。公

司保持现有平安城市和雪亮工程等监控类业务的同时，还向警用后端业务平台进行延伸，推出智能执法办案系统及案情管家

系统，全面提高基层民警执法管理工作效率及智能化水平。公司参与到公安部“智慧新监管”的建设浪潮，在智慧监狱、智慧

看守所、智慧拘留所等领域取得突破，依托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警务信息技术实现智慧监管技术与和管理

水平的提升。 

4、氢能业务 

公司成立昇辉新能源作为公司氢能产业的全国运营主体，负责氢能产业的投资与运营。报告期内，公司在前期研发投入

的基础上，推出两款燃料电池发动机并通过国家强制质量检验，配套燃料电池车型进入工信部推荐车型目录。在涉足氢能产

业初期，公司聚焦燃料电池关键零部件，依托公司现有电力设备领域的资源积累，优先推进燃料电池电控系统的研发与生产。

截至目前，DC/DC变换器的生产与检测设备已全部安装就绪，从测试的情况来看，昇辉新能源已完全具备生产燃料电池

DC/DC变换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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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7,792,577,757.78 8,085,292,188.39 -3.62% 7,841,356,297.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184,836,635.66 4,038,050,529.68 3.64% 3,464,365,317.25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2,709,828,103.72 4,194,302,790.49 -35.39% 3,942,192,794.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8,890,864.72 577,355,722.53 -63.82% 592,998,666.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2,180,409.75 569,127,898.70 -66.23% 585,185,003.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5,914,038.69 701,241,479.82 -6.46% -175,658,958.7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2 1.17 -64.10% 1.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2 1.17 -64.10% 1.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04% 15.43% -10.39% 1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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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891,908.51 661,900,558.76 711,051,313.94 847,984,322.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478,170.32 95,935,277.56 23,801,382.16 30,676,034.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2,677,929.07 89,108,074.03 43,004,001.25 7,390,405.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0,155,028.19 185,315,940.71 58,503,526.76 512,249,59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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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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09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2,238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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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纪法清 境内自然人 23.59% 117,567,621 90,846,897 质押 84,789,900 

李昭强 境内自然人 23.11% 115,194,849 86,396,137   

广西微红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04% 25,106,075 0 质押 11,930,000 

宋叶 境内自然人 4.53% 22,561,502 0   

贾启超 境内自然人 1.61% 8,036,241 0   

宁波君度尚左

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9% 3,954,900 0   

嘉兴凯胜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5% 3,744,236 0   

柳云鹏 境内自然人 0.74% 3,699,045 2,774,284   

李红 境内自然人 0.64% 3,184,000 0   

张义 境内自然人 0.64% 3,167,22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纪法清与广西微红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是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35 号）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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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70,982.81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35.39%；实现营业利润22,980.60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65.16%；实现利润总额23,010.07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64.96%；实现净利润20,889.09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63.82%。 

2021年，受宏观地产政策与金融政策的调整影响，房企新开工面积、施工面积及竣工面积两极分化，房企以加速竣工

回款为主，开工意愿明显下降。2021年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新开工面积为19.89亿平方米，同比下降11.40%。房企作为公司

重要下游客户群，房地产行业的收缩调整对公司营收造成了直接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采取了以下积极措施： 

1、持续优化客户结构，加强客户信用体系管理 

公司继续秉持客户多元化的方针，主动调整优化现有的客户结构，报告期内引入多家央企与国企客户，拓展地产客户

以外的信息通讯、能源、基建、公共建筑等多个行业，提高下游客户多元化程度，分散行业层面政策风险。为减少因地产客

户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公司进一步加强客户信用体系管理，有效防控地产客户风险，报告期内未出现房地产客户的违约风

险。 

2、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以科技硬实力驱动企业升级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坚持更新一代、研发一代、规划一代的研发布局，一方面建立了具有昇辉

自主知识产权的三大研发系统方案，即面向To B的AIoT工业云方案、面向公安、政务的业务支撑平台方案和面向家庭用户

的慧昇活云方案，另一方面在硬件方面，在充电桩终端、轨道式智能网关、PLC智慧电箱、无线动能开关以及中控屏和多款

灯具上取得了研发新进展，获得了客户的认可。 

3、投资布局氢能产业，完善企业战略布局 

报告期内，公司成立昇辉新能源作为氢能产业运营实体。自成立以来，昇辉新能源参股氢能产业链企业国鸿氢能与飞

驰汽车，与重庆市政府共同发起设立氢能源汽车运营平台重庆渝鸿创能物联科技有限公司。此外，公司推出两款氢燃料电池

发动机，通过国家强制质量检验，达到市场主流技术水平；公司投资建设氢燃料电池关键零部件DC/DC升压变换器产线，

提升氢燃料电池零部件自产率；拓展战略客户，与盛丰物流集团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公司燃料电池系统的配套车辆申报进入

工信部新能源推荐车型公告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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