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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世纪瑞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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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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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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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585,106,05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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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瑞尔 股票代码 30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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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江滨 卢佳琪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 22 号上地科技

综合楼 B 座九、十层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22号上地科技综

合楼 B 座九、十层 

传真 010-62962298 010-62962298 

电话 010-62970877 010-62970877 

电子信箱 ireal@c-real.com.cn ireal@c-real.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产品及市场地位 

公司主营业务为铁路行车安全监控系统、城市轨道交通乘客信息服务系统及铁路综合运维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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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铁路行车安全监控系统 

公司在铁路行业多次承担开创性的项目建设，防灾安全监控系统、综合视频系统、综合监控系统、通信监控系统均由公

司承担在高速铁路的首次建设实施。如：青藏铁路综合监控系统，是我国第一条全线实施综合监控系统的铁路线；武广高铁

防灾安全监控系统，这是中国铁路市场第一条在长大干线实施铁路防灾安全监控系统，而武广高铁也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

程类型最复杂高速铁路；郑西高铁综合视频监控系统，郑西高铁是世界首条长距离时速350公里高速铁路。公司部分铁路行

车安全监控系统产品在高速铁路累积占有率，相比其它为铁路行业提供同类产品的企业占有领先优势。 

2、城市轨道交通乘客信息服务系统 

公司在城市轨道交通行业主要产品是地面通信（PA）系统及传统通信PIS领域，公司全资子公司北海通信在PA领域，常

年稳居市场第一位，全国占有率不低于65%。随着技术革新，2015年北海通信推出全数字通信系统产品，使相关产品更加领

先通信领域的其他竞争对手；2017年北海通信开始进入地面PIS领域，在柳州、哈尔滨等城市的项目落地，使北海通信在城

市轨道交通行业竞争力大幅增强，公司PIS和PA协同发展，领先同行业竞争对手；2018年北海通信推出智慧广播、PIS/PA融

合等全新的系列产品；截止2021年底，北海通信业绩情况如下：执行广播系统（PA）3500余站，市场占有率超过70%，处

于领先地位；执行乘客信息系统（PIS）约20000余辆车，市场占有率超过30%，是唯一获得全部中车所有主机厂及庞巴迪、

阿尔斯通等合资厂合格供方的PIS供应商；国铁方面，全国80%以上的铁路特级站、一级站均使用北海通信广播系统。随着

国家对智慧交通的新要求，北海通信不断调整并更新技术，公司PIS及PA产品在铁路行车安全监控行业的竞争力一直保持领

先地位。 

3、铁路综合运维服务 

公司目前已成功为国内700余座客运专线高铁车站及航空、地铁等项目提供了优质的售后服务和配套解决方案，依托公

司自主研发的运维管理平台，实现了对人员、资产、事件的统一协同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实现故障受理、统一调度、过程

监控、问题跟踪等现场运维作业的全业务流程跟踪与管理。并通过对历史事件大数据分析对设备进行状态检、预防修，可有

效减少设备停机时间，提高设备使用寿命，同时对管理人员提供决策支持。 

公司控股子公司易维迅以苏州运营服务中心为基础，通过遍布全国的服务网点、现场服务人员及备品备件分库，建立了

一套覆盖全国的服务网络，为客户提供7*24小时不间断、本地化的全方位技术支持及运维服务，易维迅的市场占有率处于领

先地位。 

（二）报告期公司主要经营情况 

2021年，公司紧紧围绕企业发展战略及年度经营目标，在公司董事会的领导下，通过公司管理层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

在国内经济新常态发展的背景下，抓住行业发展的机遇，公司在积极拓展铁路业务的同时，进一步加大城市轨道交通乘客信

息系统产品、水利产品、运营商通信产品以及铁路综合运维服务等其他业务的发展力度。公司根据铁路市场变化趋势及客户

的需求制定销售策略，对市场和行业技术发展情况进行深入调研，合理安排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工作，制定详细的订单执

行计划，顺利的执行并完成了相关重点项目。同时，根据公司长期发展规划，继续跟踪、发掘、研究新产品，积极拓展新的

业务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取得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称号，是相关部门对公司在技术创新、产品性能、服务水平、发展前景等方

面的充分认可，有利于提高公司品牌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对公司未来发展产生积极作用；由公司和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

限公司高铁运维技术中心共同完成的“智能光纤配线及资源管理系统”项目荣获中国铁路上海铁路局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021

年度共评出科技进步奖214项，其中一等奖仅28项。报告期内，公司助力中老铁路建设开通，成功完成了公司第一个国际铁

路项目，作为“一带一路”、中老友谊标志性工程的中老铁路，已于2021年12月3日全线开通运营。2021年度，公司乘客信息

系统（PIS、PA）产品在城市轨道交通领域共开通36条线、铁路开通52个车站，北海通信地铁PIS产品20年（2001年—2021

年）累计装车20,000余辆，全国领先。 

2021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4,039.25万元，同比增长20.99%；实现营业利润3,135.43万元，同比增长137.85%；利润

总额为3,317.81万元，同比增长140.2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858.85万元，同比增长131.51%；报告期末，公司

总资产为24.19亿元，较年初增长6.50%。2021年，公司积极拓展铁路综合运维服务业务以及铁路及城市轨道交通乘客资讯系

统产品和通信系统产品的研发、生产，对公司业务发展及业绩带来积极影响。2021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

年度实现扭亏为盈，主要系公司2021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增长，公司各项业务不断拓展，经营状况稳定，主营业务发展情况良

好，且上年同期公司计提商誉减值损失16,776.62万元，本报告期无此项。  

公司主营业务之一是铁路行车安全监控产品，该产品具有功能复杂、技术难度高的特点，为此，公司打造了一支实力雄

厚的研发团队。随着公司铁路行车安全监控产品逐步超过保修期，公司通过收购易维迅后，通过资源整合，全面切入铁路综

合运维服务业务领域；通过收购北海通信，通过协同及资源整合，公司进入铁路及城市轨道交通乘客资讯系统及通信系统产

品供应业务领域，公司为拓展新的业务领域，成立湖北瑞水润宇科技有限公司，专注水利产品的研发与销售。为了更好的拓

展业务，公司建立了一支高素质、能力突出的销售团队，除此之外，公司为铁路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建立一支工程服务团

队。2021年针对公司行车安全监控系统升级产品的销售和推广、维持并延展铁路综合运维服务、开拓城市轨道交通乘客信息

系统新市场，公司相应加强相关销售人员的培训，提高铁路客户对本公司产品的了解水平，并且加大对客户培训力度，提高

铁路及城市轨道交通领域客户维护和使用行车安全监控产品、城市轨道交通乘客信息系统的技术水平。 

铁路行业：报告期内，公司铁路行业各类产品业务发展情况如下：（1）铁路行车安全监控系统产品实现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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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68,438.20元，同比下降18.93%，毛利率34.76%，比上年同期增加3.77个百分点；（2）铁路综合运维服务实现营业收入

170,104,384.15元，同比增长46.70%，毛利率31.86%，同比降低24.48个百分点；（3）铁路旅服系统产品实现营业收入

104,345,900.14元，同比增长80.90%，毛利率16.82%，同比降低0.98个百分点；（4）铁路通信系统产品实现营业收入76,317,365.47

元，同比增长69.43%。 

城市轨道交通行业：报告期内，城市轨道交通乘客信息系统实现营业收入347,264,592.49元，同比增长16.47%，毛利率

44.93%，同比降低2.89个百分点。 

水利行业：报告期内，水利产品实现营业收入17,976,287.31元，同比增长100.58%。 

为满足公司规模成长的需要，公司针对销售、采购、物流的供应链流程以及财务核算流程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与修订，建

立起规范化、信息化的管理后台。2021年公司进行了包括财务会计管理、采购管理、生产管理、存货管理、成本管理、销售

管理等业务流程在内的改革，有利于准确、及时地反映各项经营管理活动的结果，从而为内部控制管理、决策提供有用的信

息。 

2021年公司继续加强产品质量管控。产品质量是公司业务发展的关键环节，质量依靠的是科学设计和科学管理。产品实

现过程的每个环节都离不开科学规范的管理，从销售需求到研发、从研发到生产、从生产到项目实施，质量管理体系为各个

环节提出了目标、提供了科学管理的流程保证。报告期内，公司在加强供应商管理的同时，加大原材料与委托外加工产品的

检测力度，公司通过提高原材料质量、生产定型水平和测试水平等方式提高了产品质量。报告期内，公司对产品组装、在线

检测、系统测试、包装入库等各个环节进行了工作流程的梳理，完善了产品定型定款工作，不断提高产品工艺质量指标，逐

渐形成标准化的生产模板，为大批量生产打下基础。 

公司在积极拓展铁路业务的同时，进一步加大水利产品等其他业务的发展力度。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瑞尔软件、北海通信，

控股子公司易维迅、瑞水润宇开展的相应业务都进展顺利。 

 2021年度，为加大研发力度，公司及各子公司积极研发新产品，适应市场需求，并拓展新的市场。 

（1）母公司主要围绕以下新产品或新功能开展研发工作：锚式地埋传感器研究、车站安全门手动解锁方式系统、边坡

滑移检测系统、防灾数据统计系统（青藏大风）。 

（2）全资子公司北海通信是国内最早从事数字通信和多媒体自动广播设备生产研究的高新技术企业，是中国铁路专业

通信和城市轨道交通领域的龙头企业，2021年度该子公司主要研发工作如下：  

①车载PIS产品线：全志T3主控芯片方案平台开发、全志T3主控芯片方案平台衍生产品开发；声场算法研究；地铁列车

图像AI应用，2021年司机行为分析、乘客密度分析、乘客计数大幅度应用。  

②车站PA产品线：功放系列产品标准化、PA-PIS融合平台  

③大铁PA产品线：基于大型铁路站（丰台站）广播系统解决方案的研制；多通道无线点播型小区接收设备，根据铁路

事业部对现有市场的调研需求，设计补全产品类型；铁路定制需求，完成网管软件优化、数字音频放大等相关运维任务，针

对竞争对手以及本身系统问题提升产品竞争力。 

④IT与体系建设：完成PLM和ERP两个系统设计与导入工作、完成CMMI 3级体系认证工作。 

（3）2021年度，控股子公司易维迅主要完成研发以下软件系统：易维迅运维指挥中心4.0、易维迅旅客服务平台系统接

口、易维迅运维监控平台广播系统监控V2.0、易维迅运维监控平台导向系统监控V2.0、易维迅运维监控平台广播系统监控

V2.0、易维迅运维指挥中心故障管理软件V4.0、易维迅运维指挥中心巡检管理软件V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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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9,206,000.62 2,271,530,972.14 6.50% 2,384,692,197.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27,351,291.94 1,895,864,380.74 1.66% 2,044,666,251.94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940,392,495.81 777,225,090.87 20.99% 894,333,74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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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588,531.20 -90,737,837.53 131.51% 104,569,088.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449,999.19 -97,825,303.35 124.99% 83,379,595.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475,289.28 33,015,806.93 -286.20% 27,368,124.4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16 131.25% 0.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16 131.25% 0.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0% -4.62% 6.12%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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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21,348.94 190,422,230.20 185,117,614.36 471,831,302.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675,438.52 -537,259.72 3,889,557.28 34,911,672.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513,649.00 -2,319,124.73 3,722,069.84 33,560,703.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9,762,100.10 -72,195,952.49 35,828,989.64 74,653,77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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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42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8,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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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俊杰 境内自然人 15.37% 89,949,488 67,462,116   

王铁 境内自然人 12.23% 71,534,273 0   

山东铁路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88% 57,799,421 0   

上海君丰银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4% 16,008,764 0   

杭州兴利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6% 10,289,900 0   

刘尚军 境内自然人 0.78% 4,560,539 0   

吴水清 境内自然人 0.75% 4,400,000 0   

朱陆虎 境内自然人 0.69% 4,063,702 3,047,776   

李丰 境内自然人 0.59% 3,440,000 0   

尉剑刚 境内自然人 0.59% 3,440,000 2,58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牛俊杰、王铁为一致行动人；

公司股东上海君丰银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君

丰创富信息技术中心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朱陆虎、深圳市

君丰华益新兴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张伟、王锋为

一致行动人；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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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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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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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 

报告期内其他重大事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公告编号：

2022-010）。 

 

 

 

 

 

北京世纪瑞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牛俊杰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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