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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百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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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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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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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866,667 股为基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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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胜智能 股票代码 301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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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秋根  

办公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小蓝经济技术开发区

小蓝中大道 1220 号 
 

传真 0791-87389020  

电话 0791-87389020  

电子信箱 dmb@bisensa.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专注于出入口控制与管理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并提供出入口控制与管理整体解决方案，为出入口控制与管理

领域的领军企业。 

公司深耕出入口控制与管理领域23年，始终以市场为导向，以研发为驱动，持之以恒执着创新，紧跟行业数字化、智能

化、平台化的发展趋势，加速解决方案的完善与场景化落地。报告期内，公司新增工程收入26,974,786.13元；公司项目集成

业务取得阶段性成功，城市智慧停车类业务中标遵义市红花岗区停车场智能化建设项目，智慧平安小区类业务中标承德市双

桥区智慧社区项目。公司完成了多个智慧园区项目落地，为湖州南浔区90所中小学安装了“平安校园管理平台”；为南昌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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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人梅湖景区量身打造了“智慧景区解决方案”；为南昌中科体检中心打造智慧防疫解决方案。 

2、公司主要产品及用途 

公司能够根据应用场景对设备性能、环境适用性和尺寸大小的要求，快速设计开发出符合客户需求的产品，并已形成道

闸、开门机、升降地柱、车牌识别管理设备和通道门五大产品体系。  

（1）道闸 

道闸是一种用于限制机动车通行的出入口管理设备，主要由道闸机芯、控制器、箱体及闸杆等部件构成。道闸产品类有

标准道闸、广告道闸、重型道闸等；广泛应用于各类党政机关、学校、医院、商业场所、展览会场馆、高速公路、机场等场

所出入口；道闸产品可集成车牌识别系统，组成车牌识别道闸一体机。 

（2）开门机 

开门机是一种机电一体化的自动门控设备，开门机可用于实现各种门体的电动开启、关闭。公司针对不同开关形式的门

开发了多种开门机。开门机产品类有平移门机、工业门机、伸缩门机、平开门机等； 

（3）升降地柱 

升降地柱主要是为安防敏感区域防止非许可车辆强行闯入而专门设计研发。通常立于地面禁止车辆通行，例如步行街、

银行门口、校园门口、高级别安防的单位门口等，其可通过监控中心远程遥控下降到地下，以保证消防车或其他授权车辆通

行。 

（4）车牌识别管理设备 

车牌识别管理设备是以数字图像处理、模式识别、计算机视觉等技术为基础，对摄像机所拍摄的车辆图像或者视频序列

进行分析，自动提取车辆牌照信息。车牌识别管理设备与道闸组合使用可实现停车场智能化管理。 

（5）通道门 

通道门是一种高效、安全智能的人行通道出入口控制设备，广泛用于小区、写字楼出入口，公交站台，地铁站台等场合。 

经过持续的研发投入和技术改进，公司不断优化产品性能，拓展产品系列，并推出了更多更智能的出入口控制与管理设

备。公司通过了ISO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欧盟CE认证和欧盟RoHS认证，赢得了海康威视、大华股份等知名安防企

业的认可和信赖，并与重要客户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依托良好的产品性能和不断拓展的营销渠道，公司产品已广泛

应用于全国各大主要城市的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和住宅小区等，并远销白俄罗斯、德国、墨西哥、葡萄牙、印度、泰国等

多个国家。 

 

3、主要业务驱动因素 

1、市场规模稳定增长，产业政策引导支持  

作为平安城市、智慧城市建设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出入口控制与管理行业市场规模保持着增长态势。近年来政府

相关部门也陆续出台了《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城市停车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关于推

动城市停车设施发展意见》等一系列政策，引导和支持出入口控制与管理行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受益于国家高质量发展的需求推动和“平安城市、老旧小区改造”等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稳

步增长；公司多个智慧园区项目和智慧停车项目落地实施，在河北承德市承接实施了智慧社区项目，在贵州遵义实施城市智

慧停车项目，建设了“红城智慧停车平台”。 

2、行业技术升级和客户个性化需求所带来的市场机遇  

随着移动互联网、云计算、视频识别等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以及停车场和社区出入口商业运营模式的变化，客户对产品的

需求日益个性化、多元化和智能化。针对市场变化所带来的机遇，公司通过对产品体系不断地升级和创新，抢占业务先机，

巩固和提升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公司是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多年来聚焦主业，持续创新，公司产品及服务对出入口控制与管理行业影响重大。

公司年产道闸、升降地柱等出入口管理设备20余万台套，成为细分领域的“单项冠军”。 

3、深厚的研发实力、可靠的产品品质和高效的交付能力赢得了客户的信赖  

经过多年的经营发展与持续不断的研发积累，逐步确立了行业内的技术研发优势。公司通过加大生产设备更新和技术改

造方面的投入，引入了钣金全自动化柔性生产线、机器人焊接工作站和全自动化立体仓库等先进智能制造设施，在保证产品

质量、优化生产工艺的同时，提升了规模制造能力和交付能力。公司被评为“2021年江西省制造业单项制造冠军”和“2018年

江西省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凭借上述优势，公司能为客户提供响应速度更快、性价比更高的产品，从而能够获取业务

订单并实现收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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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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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901,468,370.96 484,560,097.68 86.04% 398,788,813.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28,907,036.23 311,508,049.56 133.99% 245,254,392.83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525,137,519.02 501,905,623.62 4.63% 471,543,135.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560,211.90 66,253,656.73 -7.08% 42,177,144.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0,833,288.58 62,446,751.19 -18.60% 39,100,980.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409,611.15 69,039,475.25 -12.50% 44,211,293.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315 0.4967 -13.13% 0.33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315 0.4967 -13.13% 0.33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78% 23.80% -9.02% 1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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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938,966.11 138,978,069.06 126,785,895.16 164,434,588.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769,200.14 16,158,357.29 14,610,566.88 15,022,087.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880,370.28 15,326,644.92 12,712,366.26 12,913,907.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74,066.46 13,983,218.56 -3,785,677.21 55,686,13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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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9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1,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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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润根 境内自然人 38.69% 68,808,000 68,808,000   

刘子尧 境内自然人 15.76% 28,032,000 28,032,000   

龚卫宁 境内自然人 14.71% 26,160,000 26,160,000   

国金工业 国有法人 3.54% 6,300,000 6,300,000   

招商证券资管-招商银

行-招商资管百胜智能

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

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6% 2,592,290 2,592,290   

一棵树投资 境内非国有 1.35% 2,400,000 2,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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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 

招商证券投资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01% 1,799,733 1,799,733   

大森林投资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4% 1,500,000 1,500,000   

胡晓 境内自然人 0.34% 608,427 0   

中国国际金融香港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客

户资金 2 

境外法人 0.34% 607,294 29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龚卫宁女士系刘润根先生之配偶，刘子尧先生系刘润根先生与龚卫宁女士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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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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