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88636                                                  公司简称：智明达 

 

 

 

 

 

 

 

 

成都智明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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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重大风险提示 

报告期内，不存在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实质性影响的特别重大风险。公司已在报告中详细描述可

能存在的相关风险，敬请查阅本报告“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 “四、风险因素”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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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准确性、

完整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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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5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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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尚未实现盈利 

□是 √否  

7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

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51元（含税）。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 

为50,335,600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12,634,235.60元（含税）。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占

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比例为12%。公司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

润结转至下一年度。 

公司监事会及独立董事已对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发表同意意见，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经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8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及板块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 
智明达 688636 不适用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秦音 袁一佳 

办公地址 成都市青羊区腾飞大道51号 成都市青羊区腾飞大道51号 

电话 028-68272498 028-68272498 

电子信箱 qinyin@zmdde.com yuanyijia@zmdde.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 主要业务、主要产品或服务情况 

公司主要面向军工客户，提供定制化嵌入式计算机模块和解决方案。自成立以来，智明达十

分重视嵌入式技术研究工作，致力于研究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的适配及驱动程序、应用程序开发，

结合军工行业用户的特点，在技术路线选择方面采用“硬件定制+软件定制”的方式来实现客户的

应用需求。公司先后建立了基于嵌入式处理器+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等多种架构的软硬件一体嵌入

式技术平台，并在这些平台上为客户提供定制产品和服务。公司软件技术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

是针对公司定制平台的驱动、操作系统移植裁剪技术，第二类是针对客户的应用场景的应用软件

技术，基于可靠性文件系统的存储技术等。 

公司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涵盖数据采集、信号处理、数据处理、通信交换、接口控制、高可

靠性电源、大容量存储与图形图像处理等技术方向，多年来服务于军工客户，成功将产品应用于

机载、弹载、舰载、车载等多个领域的武器装备之中。公司产品的主要应用领域及主要功能如下： 

 

 

(二) 主要经营模式 

1.盈利模式 

公司长期致力于军用嵌入式计算机模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在接受军工科研院所的研

发需求后，公司根据技术要求制定研发方案并研制产品，研发阶段的产品主要用于客户的系统和

整机产品的调试、验证和试验，需求量较小。产品随系统和整机鉴定定型后，进入军方正式批量



列装，采购量相对较大。随着公司前期技术积累逐渐转化为产品，公司配套于客户定型项目的产

品种类和数量持续增加，成为公司持续的盈利来源。 

2.采购模式 

公司的采购模式根据产品采购的获取渠道不同，可以主要分为公司直接向原厂采购和通过第

三方代理商向原厂采购两种方式，从采购特征上看，公司采购计划性明显且采购品种较多。 

3.生产模式 

公司的生产模式是根据客户需求进行定制化生产，以销定产的模式。公司前期会根据用户提

出的具体要求，经过硬件及软件设计，将企业自主研发的软件烧写到硬件当中。其中，公司的软

件研发主要包括驱动程序编写以及应用软件编写，是定制化生产前的重要环节，该环节过程较为

复杂、试验周期较长，生产及研发部门根据武器装备设计目标对产品进行反复调试、试验、改良。

因此，产品在前期的研制、生产阶段，以小批量、多品种的产品生产为主。当客户的型号项目定

型后，公司配套于客户定型项目的产品相关参数、生产工艺、投入生产的原材料等均已确定，一

般情况下不再发生改变，生产部根据客户订单需求执行生产任务，组织安排批量化生产。 

在生产工序上，公司采取自主生产、外协加工以及委外加工与测试相结合的方式。公司以自

主生产为主，将公司核心技术应用在各个重要生产工序中，并将部分生产环节利用外协方式发挥

配套作用，由此有效提高公司的生产效率。 

4.销售模式 

作为核心特种行业嵌入式计算机模块产品供应商，公司的客户主要为各大军工集团下属单位，

因此公司采用直接销售的方式。公司的市场、销售团队与研发团队紧密协作，与客户充分沟通，

深入了解客户需求，制定研制方案。部分研制项目，客户源于军品研制阶段的项目特点、过往的

合作历史、综合技术实力及公司在行业内的良好口碑，指定公司为项目承接方，并通过双方商务

谈判后开展合作。在客户下达订单后，公司开展研制、生产、交付，完成销售流程。除上述情况

外，部分项目公司需参与客户的内部评审比选流程。客户根据方案等评审要求择优确定供应商，

确定的供应商最终获取订单。 

由于公司所处行业的产业链较长，各层次厂商间的交货验收程序也相对更为严格和复杂，因

此货款的结算周期一般相对较长。 

5.研发模式 

公司以客户需求为牵引，依托多年来在嵌入式计算机模块领域的核心技术积累，以及专业、

高效的研发团队，为客户提供专业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同时实现公司研发实力的进一步提升。 

公司紧盯行业的技术发展动态，以行业技术的发展方向为指导，进一步开展新技术、新方向

的研究与开发。为保持技术实力的领先以及未来承接，公司将参与更多重大研制任务进行技术储

备。公司设立了研发中心，研发中心根据职能划分为总师办、项目开发部、测试部、工程部、开

发支撑部和科研管理部六个部门。研发中心各个部门根据其职能负责公司的研发工作，形成客户

需求与内部技术研发相互结合的研发机制。 

 



(三) 所处行业情况 

1. 行业的发展阶段、基本特点、主要技术门槛 

公司主要面向军工行业客户，提供定制化机载、弹载、舰载、车载等领域所需的嵌入式计算

机模块产品和解决方案，产品主要被应用于国防科技工业的军事应用领域。根据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公司所属行业为“C39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公司所属行业为“C39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结合公司产品的功能，公司产品属于“1、新一代信

息技术产业”之“1.1  下一代信息网络产业”之“1.1.2  新型计算机及信息终端设备制造”。 

(1)行业发展阶段和基本特点 

根据 Transparency Market Research《嵌入式市场—2015-2021 年全球行业分析、容量、份额、

增长、趋势以及预测》报告显示，到 2021 年全球嵌入式系统市场容量预计将达 2,331 亿美元。全

球范围内对符合要求和精确运作的先进设备，以及对多核技术处理器和嵌入式图形的需求日益增

加，推动了嵌入式计算机行业整体市场的增长。在我国嵌入式行业发展过程中，政府已充分认识

到它对社会各个应用领域的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并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近

年来，国务院、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商务部等多个部门陆续颁布实施的行业政策与规划，已将

嵌入式计算机产业作为国家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一。 

我国嵌入式计算机应用行业分布广泛，下游行业包括工业控制、消费电子、通信设备、军工

电子、安防监控等。随着我国各行业技术的更新迭代发展，信息化浪潮将带动大数据、云计算等

电子信息行业得到进一步发展，相关各类智能终端设备的需求也将进一步释放。嵌入式技术作为

智能终端设备的核心技术之一，将被应用到更多领域。 

目前，嵌入式计算机的研制和应用已经成为我国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发展

的新的国民经济增长点。由于军用设备和服务具有较高的保密要求，暂无法获知军工领域的嵌入

式软件业务收入规模，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22 年国防支出预算约 1.45

万亿元，较上年预算执行数增长 7.1%。 

（2）主要技术门槛 

近十年来，嵌入式计算机相关技术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微处理器从 8 位到 16 位、32 位甚至 

64 位，从单一内核到除了内核外还提供其他功能模块（如文件系统、TCP/IP 网络系统、窗口图

形系统等），并形成了包括嵌入式操作系统、中间件在内的嵌入式软件体系。硬件技术的进步也推

动了嵌入式系统软件向运行速度更快、支持功能更强、应用开发更便捷的方向不断发展。而 SOC

技术的出现则进一步促进了嵌入式软件与硬件系统的融合嵌入。SOC 被称为系统级芯片或单一芯

片系统，是指将完整系统集成在一款电路芯片上，其中包含有嵌入式软件的全部内容。SOC 技术

改变了传统嵌入式系统的设计观念，是微电子技术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并已成为当今超大规

模 IC 的发展趋势，为 IC 产业提供前所未有的广阔市场和发展机遇。 

嵌入式技术是包括嵌入式芯片处理器等硬件技术、实时操作系统技术、应用软件开发技术等

相关技术相紧密结合的一门综合性计算机应用技术。其多学科交叉的特点，使企业在系统开发方



面需积累丰富的硬件、软件、FPGA、热设计、抗振性、电磁兼容性、可靠性等综合性知识技术体

系。由于涉及技术领域广泛，初入行业的企业无法在短期内获得足够的技术和人才经验积累。除

此之外，嵌入式计算机通常作为配套产品应用于各个应用领域，因此，需要参与配套项目的嵌入

式计算机产品提供方对各行业有较强的前瞻性判断力和较强的技术研发能力。初入行业的企业无

法在短时间内积累丰富的技术知识，也无法研发出高质量且符合各领域需求方要求的军用嵌入式

计算机产品。 

军用嵌入式计算机作为应用于军事领域的嵌入式计算机系统，它除了具有嵌入式计算机的普

遍特性外，还具有自己独特的使用特点和技术特点，主要包括： 

（1）可靠性高：军用嵌入式计算机不同于一般的计算机，它应用于武器装备中，因此可靠性

要求较高，产品的设计和生产都要满足可靠性的要求，必要时还要进行冗余设计； 

（2）环境适应性强：武器装备往往处于恶劣应用环境中，因此军用嵌入式计算机须具有在高

温、低温、冲击、震动、沙尘、霉菌、盐雾等恶劣环境下工作的能力； 

（3）电磁兼容性：军用嵌入式计算机需符合电磁兼容国家军用标准的要求； 

（4）寿命保障性要求高：军事装备的研制周期较长，通常服役周期也较长，因此军用嵌入式

计算机需要保证具备较长的使用寿命； 

（5）器件等级较高：军用嵌入式计算机需要采用工业级、军品级等等级较高的元器件，以满

足军事装备在各种恶劣环境下可靠工作的要求； 

（6）定制特性：因武器装备的多样性及形状差异性，军用嵌入式计算机外形和外围用户接口

电路多样，产品以用户定制为主。 

 

2.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军用嵌入式计算机行业中主要参与者为国内大型国有军工集团下属单位及具备军品资质的民

营企业。由于军工行业的特殊性，公司无法获知公司在国内的市场占有率等信息，因此仅能对公

司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做定性描述。 

一方面，与大型国有军工集团的下属单位相比，公司依托灵活生产机制、有效的激励措施，

在响应速度、人才激励等方面有一定的优势。 

另一方面，国内军用嵌入式计算机市场的民营厂商较多，但各自产品范围、市场定位、配套

客户各有侧重，涵盖的军用领域也不完全一样，在同一细分市场中，各自产品技术同质化程度相

对较低，形成了差异化竞争，呈现既竞争又相互合作的关系。 

作为一家民营企业，公司自设立以来即专注于军用嵌入式计算机模块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多次参与国家重点型号项目武器装备的配套研发与生产，并获得多个领域客户的认可，在行业内

拥有一定的知名度。在参与客户项目的同时，公司紧盯行业技术发展动态，不断完善并提升自身

在嵌入式计算机技术中的技术实力，为客户提供最优化的嵌入式计算机产品的解决方案，进一步

提升公司在行业内的核心竞争力与行业影响力。 

 



3. 报告期内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情况和未来发展趋势 

近年来，在国家经济实力整体增长的基础上，正是我国军用嵌入式计算机行业发展的黄金时

代。十四五规划指出：“打造一支现代化、信息化、高端装备化的人民军队”，要“加快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加快战略性、前沿性、颠覆性技术发展”。武器装备的信息化已是我国国防建设的重点，

军用嵌入式计算机行业需求在未来仍将持续增长。 

军用嵌入式计算机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武器控制、指挥控制和通信系统仿真等作战与保障系统

中。作为武器装备智能核心，在武器装备智能化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军用嵌入式技术与应用

对象紧密结合，使其能够更具针对性有效支持武器系统智能化运作，赢得未来信息化战争。 

随着人工智能、软件无线电、高速交换等各类技术的应用，武器装备信息化、数字化率不断

提升，武器装备对军用嵌入式计算机的可靠性、稳定性、低功耗等技术指标提出了更高的指标要

求。在此背景下，军用嵌入式计算机不仅需要具有小型化、高性能指标等基本特征，还将向高可

靠性、低功耗、模块化方向发展，软件操作环境也将更加集成化、自动化、人性化。  

实现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是我国制造业从低端迈向高端的必经之路，尤其在国防科技工业，

武器装备的自主可控，关系到我国国防安全。中长期内，国产化必将是军用嵌入式计算机领域最

重要的课题之一。近年来，我国始终坚定不移地推进军事装备国产化要求，随着国产芯片、操作

系统的不断发展完善，军用嵌入式计算机从核心芯片、操作系统等各方面必将实现真正的自主可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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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1,300,248,119.18 601,775,059.47 116.07 457,936,035.9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886,600,032.60 371,059,246.96 138.94 288,234,190.19 

营业收入 449,424,750.41 324,665,671.87 38.43 260,659,529.9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11,513,994.84 85,583,973.56 30.30 59,460,136.4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01,386,199.65 84,145,903.39 20.49 57,451,055.83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7,441,084.99 28,681,901.70 135.13 29,234,701.36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6.29 26.06 

减少9.77个百分

点 
22.79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2.4293 2.2822 6.45 1.5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2.4252 2.2822 6.27 1.59 



研发投入占营业

收入的比例（%） 
21.06 17.31 

增加3.75个百分

点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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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91,575.27 120,899,203.77 100,259,624.84 174,174,346.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9,428,982.21 36,306,489.10 22,553,384.82 43,225,138.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8,748,272.58 33,987,711.02 17,268,551.5 41,381,664.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8,844,583.41 -20,519,468.51 27,075,769.86 119,729,367.05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97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

(户) 

2,539 

截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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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

（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户） 

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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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股份

数量 

包含转融

通借出股

份的限售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

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王勇 0 14,883,750 29.57 0 0 

无 

0 境 内

自 然

人 

杜柯呈 0 9,112,500 18.10 0 0 

无 

0 境 内

自 然

人 

成都智为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0 3,375,000 6.70 0 0 

无 

0 其他 

深圳市达晨创联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0 2,678,571 5.32 0 0 

无 

0 其他 

张跃 0 2,126,250 4.22 0 0 

无 

0 境 内

自 然

人 

和子丹 0 1,822,500 3.62 0 0 

无 

0 境 内

自 然

人 

四川海特航空创业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0 1,606,500 3.19 0 0 

无 

0 其他 

仪晓辉 0 1,071,429 2.13 0 0 

无 

0 境 内

自 然

人 

中信建投证券－农

业银行－中信建投

智明达科创板战略

配售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922,100 922,100 1.83 922,100 1,250,000 

无 

0 其他 

深圳市达晨财智创

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深圳市达晨睿

泽一号股权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0 823,500 1.64 823,500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前十名股东中，王勇、张跃系夫妻关系。2、

前十名股东中，成都智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 成都智为” ）持有公司

6.7%的股份，王勇直接持有成都智为 17.6%的出

资份额，担任成都智为执行事务合伙人。3、前十

名股东中，深圳市达晨创联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深圳市达晨睿泽一号股权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达晨财智

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4、除此之外，本公司未

知上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

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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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具体情况参见本报告“第三节 一、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