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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65                        证券简称：恒华科技                        公告编号：2022（017）号 

北京恒华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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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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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变更为大华会计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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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9,855,469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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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华科技 股票代码 300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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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显龙 张妍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8 号皇城国

际中心 A 座 12 层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8 号皇城国

际中心 A 座 12 层 

传真 010-62032013 010-62032013 

电话 010-62078588 010-62078588 

电子信箱 irm@ieforever.com irm@ieforev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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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在国家自主可控、行业数字化、BIM等技术大力推进的市场机遇下，公司结合产业趋势及自身优势，

大力推进组织改革和战略升级，确立了“BIM平台软件及行业数字化应用和运营的服务商”战略定位。在整

体战略目标引领下，公司集中各业务体系优势力量，聚焦行业细分领域，按照业务属性及专业化经营策略，

构建了互为支撑的五大业务体系，以BIM平台及软件研发为核心，以设计咨询业务为技术支撑和工程示范，

以行业资产数字化应用为载体，同时积极拓展大数据应用、数字教育等相关业务，为电力、水利、交通等

行业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赋能。 

 
 

公司业务布局图 

1、BIM平台及软件 

BIM平台及软件为公司核心业务体系之一，定位为BIM平台及工具层软件研发、销售，涵盖自主可控

的底层BIM平台、GIS平台、物联网平台及应用快速开发平台等，以及BIM设计系列软件、BIM造价软件、

BIM基建平台、BIM运维平台等软件产品。 

（1）核心技术平台 

经过多年的研发积累与技术迭代，公司形成了“三维建模引擎（DH3D）”、“三维数字地球平台

（DHGlobe）”以及适用于网页端和移动端的 “轻量化BIM引擎（BIMEngine）”、“轻量化GIS引擎

（GISEngine）”、“物联网平台”和具备低代码快速开发功能的“应用快速开发平台（FWeb）”、“移动应用

快速开发平台（FMobile）”等核心技术平台，同时也积累了一系列的“三维设计核心算法”等核心技术，是

国内少数基于自主底层技术平台进行BIM应用构建的企业。 

（2）BIM设计系列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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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依托自主研发的BIM底层技术平台，研发了围绕电网工程设计领域的三维线路设计软件、三维变

电设计软件、三维电缆设计软件、三维配网设计软件、三维协同设计平台、三维评审平台等系列软件产品，

以及面向新能源设计的三维光伏设计软件、三维风电场设计软件等产品。公司电网设计产品覆盖电网工程

三维设计的全专业、全过程，深度契合电网设计企业需求，并已基本实现国产化，可全面支撑电网设计企

业开展三维设计工作，已取得相对领先的市场地位。 

（3）BIM造价软件 

公司BIM造价软件以电力行业建设工程造价业务为核心，以国家最新的规范和标准为依据，依托公司

在三维设计和工程造价领域的技术积累，将电力工程三维设计与工程造价深度融合，研发了输电设计造价

一体化软件、概预算造价软件、造价分析软件、造价评审软件等多款产品。公司BIM造价软件面向电力工

程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有效打通设计、造价业务与数据流程，实现设计、算量、造价一体化，能够为电

力建设工程科学的投资决策、动态的造价管理与控制提供全方位、全过程的信息化支撑。 

（4）BIM基建平台 

公司将BIM技术与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深度融合，以提升工程建设安全和质量为重

点，面向政府主管部门、业主单位、总承包单位、施工单位等用户，构建基建现场智慧管控平台和智慧水

库数字化管控平台等BIM基建产品。BIM基建平台将工程信息管理与三维可视化相结合，在工程BIM模型

中集成、整合工程设计施工阶段各专业数据和现场“人、机、料、法、环”实时监测数据进行分析，并在三

维场景中展现设计模型、建设过程、预警问题，实现工程施工建设过程的数字化呈现。 

（5）BIM智慧运维平台 

BIM智慧运维平台是专注于实现工程运维可视化、智能化、智慧化的基础产品平台。平台将BIM、5G、

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型技术与基础设施模型相融合，实现互联网、物联网、工控网集成的端边云集成，

实现生产、设备、人、环境的数字孪生应用。平台具备模块化、配置化、服务化等特点，围绕实景展现、

空间管理、资产管理、运维管理、能耗管理、安防管理、智慧决策等运维业务内容，可快速搭建智慧楼宇、

智慧机场、智慧园区、智慧交通等多种业务场景，实现工业4.0理念在工程运维领域的成功落地。 

2、BIM设计咨询 

BIM设计咨询业务以BIM行业应用市场为主要切入点，利用公司研发的BIM平台及相关软件开展电力、

水利、交通等行业规划、设计、咨询、运维等业务，为公司BIM平台及软件切入相关市场提供专业的技术

支撑和工程应用示范。 

在电力行业，公司现已构建了齐备的资质认证体系，资质认证范围覆盖工程咨询、工程设计、建设施

工等多个领域，可面向送变电工程、光伏风电等新能源、充换电站（桩）、智能微网等业务领域，提供规

划咨询、工程勘测、工程设计、项目管理、运维服务为一体的工程项目全过程咨询服务。综合能源业务方

面，公司面向园区、工业企业、公用建筑等客户群体，以源网荷储用一体化建设为基本原则，综合冷、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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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等负荷需求，为用户提供涵盖能源供应、能源运营以及能源信息化的综合能源解决方案。县域光伏

方面，公司基于遍及全国的工程设计团队，可提供整县光伏试点方案，并已建立起从前期资源调查、规划

咨询、设计施工到运维支持的全过程技术服务体系，形成了公司独特的业务合作模式。储能方面，公司基

于对电力行业的深度理解与新能源发电特点的分析，可提供源网荷储一体化、风光储、风光火储、调峰储

能、调频储能、黑启动储能、备用储能等规划设计服务。 

与此同时，公司积极拓展面向交通及水利行业的设计咨询业务市场，在交通行业，提供包括公路道路

工程勘察设计、路面养护改善工程设计等专业技术服务；在水利行业，以规划咨询、水工设计、水保生态

业务为主，逐步向水利综合规划等方向拓展。 

3、基于BIM的资产数字化应用 

基于BIM的资产数字化应用业务以“平台驱动业务拓展”为战略目标，基于自主BIM平台进行行业资产

可视化管理及数字化应用服务，服务电力、水利、交通等行业数字化转型。 

（1）能源资产数字化应用 

能源资产数字化应用基于多样的传感手段建立感知网络，实现对电网运营、用户用能、公共设施安全

运维等场景运行数据的实时监控，面向各类能源供应商、能源服务商、工业园区、用能用户提供能源生产、

能源运输、能源交易、能源消费、能源管理等多元化能源服务的全产业链解决方案，主要产品包含云售电

平台、配售电一体化平台、安全监控管理平台、能耗在线监测平台、智能运维调度管理平台、园区综合能

源管理平台等。 

（2）交通资产数字化应用 

交通资产数字化应用以国家“大交通”为契机，以GIS数字地球为载体，BIM模型为依托，通过信息化、

数字化、可视化的系统化运营模式，面向国内外交通领域的设计单位、施工企业、管养单位提供智能交通

信息化解决方案，主要产品包括智慧基建工程管理平台、资产可视化管理平台、集群桥梁健康监测管理平

台、道路综合养护管理平台等，业务范围横向贯通投资、设计、造价、施工、管养等各环节，纵向穿透集

团、企业、项目部与工程现场，专业覆盖公路、桥梁、隧道、铁路、城市轨道交通、智慧园区、城市综合

管理等诸多领域，为客户提供整体信息化解决方案。 

（3）水利水务资产数字化应用 

水利水务资产数字化应用以国家“水利水电信息化建设”为发展契机，依托云、大、物、移、BIM+GIS、

三维仿真、无人机等先进技术和手段，面向水利厅、水务局、水投集团和调水公司等政府和企事业单位，

提供水利水务信息化解决方案，主要产品包括水环境综合解决方案河目智云、防汛抗旱应急指挥系统、征

地移民信息化管理系统、水电站机电集控系统等，覆盖水环境、水资源、水旱灾害、水工调水、水电站集

控、智慧水务及河长制等多个业务领域。 

4、基于BIM的大数据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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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BIM的大数据应用业务依托自主BIM平台、IoT平台、大数据分析平台以及人工智能平台，开展基

于电力大数据征信、能源数据分析、规划设计预测等电力垂直细分领域大数据应用，以及面向智慧社区的

居家养老服务数据应用及运营等业务，构建智慧社区到智慧城市的BIM应用体系，逐步推进互联网转型，

培育公司新的价值增长点。基于BIM的大数据应用产品包括面向电力垂直细分领域的煤改电大数据智能平

台、电力大数据征信系统、电力大数据分析平台、电力物联网智能平台等产品，以及围绕居家养老服务的

德胜无忧养老平台。 

5、BIM数字教育 

BIM数字教育业务主要围绕电力、交通、水利等行业开展BIM专业培训、认证、比赛、评优以及海外

培训交流，为公司BIM相关的产品及服务国内外销售进行前期推广，获得客户的预认可。数字教育业务将

以公司多年积累的行业用户资源为抓手，打通垂直行业培训市场，在细分市场中建立业务生态闭环，强化

公司在电力、交通、水利行业产品和专业技术的品牌影响力，挖掘市场需求，促进与其他业务体系的协同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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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2,975,951.87 2,703,135,677.89 7.76% 2,818,795,281.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66,188,476.01 2,088,855,347.25 3.70% 2,142,631,642.71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872,176,767.44 965,315,951.82 -9.65% 1,123,172,356.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7,922,242.02 82,452,511.36 -29.75% 295,056,925.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9,164,016.05 81,306,288.81 -39.53% 272,324,964.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8,220,381.31 281,780,849.10 -234.23% -63,523,648.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4 -28.57% 0.4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4 -28.57% 0.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4% 3.79% -1.05% 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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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142,026.60 166,218,386.43 106,420,890.74 474,395,463.67 



北京恒华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648,528.79 30,910,756.47 17,611,973.56 -1,249,016.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792,190.56 30,444,306.03 16,082,941.43 -8,155,421.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2,056,886.06 -68,689,822.98 -86,094,549.32 -31,379,12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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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8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30,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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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春华 境内自然人 15.67% 94,027,137 86,270,353 质押 57,868,900 

罗新伟 境内自然人 12.74% 76,404,216 57,303,162 质押 50,000,000 

方文 境内自然人 11.34% 68,031,116 57,303,162 质押 40,000,000 

陈显龙 境内自然人 8.24% 49,427,000 44,570,250 质押 31,330,000 

中泰证券资管

－支持民企发

展中泰资管 2

号 FOF 集合资

管计划－证券

行业支持民企

发展系列之中

泰资管 12 号单

一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5.17% 31,000,000 0   

北京恒华伟业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2021 年

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1.38% 8,283,604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低碳新

经济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3% 8,005,450 0   

杨志鹏 境内自然人 0.98% 5,904,900 5,904,90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华安媒体互

联网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9% 4,725,290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华安逆向策

其他 0.77% 4,641,00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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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江春华、方文、罗新伟、陈显龙为一致行动人，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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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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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上述数据截至2021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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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BIM平台软件及行业数字化应用和运营的服务商”战略目标引领下，积极拓展以自

主可控BIM底层平台为核心的大场景工业软件应用市场，聚焦BIM平台及软件、设计咨询、行业资产数字

化应用核心主业，有序开展各项经营活动。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7,217.68万元，同比下降9.65%；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5,792.22万元，同比下降29.7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4,916.40万元，同比下降39.53%。 

2021年为公司战略转型的首个会计年度，为进一步优化业务结构，夯实发展基础，公司一方面减少EPC

等业务承接，另一方面积极开拓新能源业务。但受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部分光伏、风电等业务收入确认

不及预期，致使公司营业收入出现阶段性下降；同时，新能源等市场开拓前期投入增加以及转型过程中管

理费用上升等因素，综合导致公司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公司业务转型及新市场的开拓需要一定的资源积

累及转换周期，短期内造成业绩波动。随着公司BIM核心技术研发积累和多领域市场布局的逐步深入，加

之国家双碳、自主可控工业软件及行业数字化等政策驱动，公司战略转型升级的效能将逐步释放。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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