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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159                          证券简称：三维天地                          公告编号：2022-007 

北京三维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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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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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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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35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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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维天地   股票代码 30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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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微 房婷婷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海鹰路 6 号院 12 号楼 北京市丰台区海鹰路 6 号院 12 号楼 

传真 010-52970350 010-52970350 

电话 010-52970352 010-52970352 

电子信箱 info@sunwayworld.com info@sunwayworld.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的主营业务和主要产品 

     公司的主营业务系检验检测信息化、数据资产管理等应用软件产品的研发、销售及实施，并提供相关的技术服务。公司

产品应用领域广泛，先后为全国多个省市级的疾控中心、食品药品监督部门、环境保护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等政府机构，

以及中国石化、五矿集团、国家能源集团、中兴通讯、比亚迪、宜家家居等大型企业集团提供检验检测信息化及数据资产管

理等专业服务，在国内检验检测信息化领域占据一定的市场地位。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检验检测信息管理软件、数据资产管理软件、供应链管理软件、技术服务四大类，各类型产品的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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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明如下： 

产品类别 简要说明 

检验检测信息管理软件 能够为政府监管部门、生产型企业、专业检验检测机构等组织提供检验检测过程中相关资源、数据

及流程的全面信息化管理，并能够优化管理流程，有效保证检测数据的合规性要求，显著提高检验

检测过程的工作效率 

数据资产管理软件 协助客户建立标准化的数据管理体系，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一致性、有效性，实现数据在

不同信息系统间的贯通，降低客户数据管理成本和数据复杂度，提升数据价值，实现对数据的资产

化管理 

供应链管理软件 协助企业实现采购供应链的各个关键业务环节的有效连接，支撑企业计划平衡、统一采购等管理要

求，支持集中采购、分级采购等多种模式，实现企业与供应商的高效协同，提高采购业务流程运转

效率 

技术服务 提供检验检测机构的流程优化和管理咨询、大型集团企业的数据资产管理咨询、大型集团企业的采

购供应链管理咨询、运维及驻场支持等技术服务工作 

（1）检验检测信息管理软件 

检验检测信息管理软件可应用于试验（实验）过程的全面管理、生产过程的质量控制、产品质量的检验检测等多个领

域，通过信息化的手段协助相关人员更好地收集、处理、分析、报告、存储和共享来自检验检测过程的数据和信息，实现检

验检测过程中包括人（人员）、机（仪器）、料（样品、材料）、法（方法、质量）、环（环境、通讯）等相关资源及流程

在内的全面信息化管理，并把各个独立的过程集成到统一的平台上，以增强各单位内部及各单位之间的数据管理和数据共享

能力。 

当前公司检验检测信息管理软件主要包括检验检测信息管理平台、检验检测云平台两大类产品，其具体情况如下： 

①检验检测信息管理平台 

公司检验检测信息管理平台是为测试型、研究型、生产型实验室而专门设计的标准软件平台，可选组件丰富灵活，具

有高度的可定制性，可根据用户的特点和个性化需求进行灵活配置或定制化开发。 

 
公司检验检测信息管理平台以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LIMS）、电子化原始记录（ELN）、科学数据管理系统（SDMS）

一体化解决方案为核心，通过多种方式采集色谱、质谱、天平等专业检测仪器设备数据或外部数据，与内置的检测标准（包

括但不限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进行比照分析。经过数据采集、流转、聚类、汇总、分析、报告、评价等过程，

公司检验检测信息管理平台可以按用户需求实现研发过程管理、检验业务管理、全面质量管理，并提供外部客户送检与查询

服务或与用户其它数据系统进行数据交换，实现高级数据分析（AA）及数据综合利用。 

②检验检测云平台 

检验检测云平台是公司在既有检验检测信息管理平台的基础上，通过云服务模式实现检验检测机构一站式业务管理的

服务平台，是公司构建的全新检验检测信息服务体系。 

检验检测云平台采用云计算技术，基于弹性应用部署和云部署，打破了传统检测机构实验室管理系统需要花费高额成

本定制化的瓶颈，且所有客户均无需本地部署硬件服务器，可以大幅降低检验检测机构的相关投入和成本。在节省检测成本

的同时，检验检测云平台可以优化资源配置，利用平台将不同检测机构、不同区域的客户整合到一起，形成多主体共赢互利

的检验检测生态圈，最终可以实现检验检测服务模式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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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客户类型及客户需求的差异，检验检测云平台衍生出不同的产品形态。例如对于复杂的省级政务项目，公司可以

与云基础设施服务商一起为其创建垂直一体化的检验检测云平台产品，根据其需求可以部署实现上述多数功能；对于小型的

检验检测实验室，公司可以为其提供基于公有云的SaaS订阅式检验检测云平台产品，有效帮助客户降低信息化建设成本支出。 

（2）数据资产管理软件 

公司的数据资产管理软件通过企业服务总线与其他信息管理系统相连接，进而实现对各信息系统间数据的交换与管

理，将高价值的数据规范化，为用户建立完善的数据资产管理体系，帮助用户在数据来源纷杂、数据规模庞大、关系错综复

杂情况下，实现对数据资产的有效管理与分析利用。 

 
数据资产管理产品主要系统的功能介绍如下： 

系统名称 主要功能与用途 

元数据管理 对数据资源进行描述、解释、定位并使其更方便检索、使用和管理。主要目标是将信息资源数字化，

建立一种机器可理解的框架 

数据标准管理 提供对企业数据执行标准的全方位管理，可以实现包括数据模型定义、数据模板管理、版本控制、主

数据编码定义、取值范围定义等数据管理的核心功能，规范数据资产格式，实现命名的准确性和口径

的一致性 

数据质量管理 对不同类型的数据模型配置相应的质量管控指标和分析参数，实现对不同类标准数据进行常态质量监

控管理，保证企业数据标准库的数据质量，同时提供数据健康度分析，支持数据的唯一性、完整性和

一致性校验，为数据清洗和治理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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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数据管理 通过对主数据进行控制，使组织可以跨系统地使用一致的和共享的标准数据，提供来自权威数据源的

协调一致的高质量主数据，降低复杂度，从而支撑跨部门、跨系统数据融合应用 

数据价值管理 通过对数据内在价值的评估、数据成本和收益的管理，实现数据资产化管理。通过对各种数据分布分

析和访问状态分析，协助数据管理人员有效发现和挖掘当前数据平台或者数据库中历史数据增长最快

的关键数据 

数据清洗 实现对数据进行重新审查和校验的功能，根据检测规则系统检测出不符合要求的数据，删除重复信息、

纠正存在的错误，保证数据的一致性，支持通过逻辑条件和校验规则自定义清洗规则，并通过运行清

洗规则实现数据的批量清理 

数据交换服务 提供数据管控最基本的连接中枢，是进行“信息集成、上下贯通”的必备要素，消除不同应用之间的技术

差异，实现多应用服务器协调运作，实现不同服务之间的自动通信与信息整合 

数据生命周期管理 实现对数据生命周期的全方位管理，依据平台配置化生成的各类数据标准化执行规范，提供数据申请

校验、数据审核管理、权限管理、数据维护管理、数据队列调度、归档管理等功能 

大数据分析引擎 提供基于分布式内存的大规模并行处理框架，提高大数据分析性能，并提供结构化、半结构化、非结

构化数据的处理能力，对海量数据进行分析  

数据洞察与数据服务 通过数据分析和挖掘工具，清晰地展现数据的工作流程、数据之间的关系，为实现精确的业务决策提

供强大的支持 

（3）供应链管理软件 

公司供应链管理软件包括采购电子商务系统（EC）、采购供应链管理系统（SCM）两个组件，该产品可为企业提供

基于电子商务的供应链管理业务咨询、流程设计与优化、系统开发、定制等全过程服务，产品适用于能源电力、石油化工、

工程建设、冶金矿业、机械制造等众多行业。 

供应链管理软件协助企业进行电子商务供应链管理，对需求计划提报、计划综合平衡、采购计划审核、分交、采购方

案、询价采购、招标采购、网上交易、合同签订、催交监造、质量检验、验收入库、库存管理、发货配送、财务结算、资金

支付等业务动态实时掌控，加快企业响应速度，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公司供应链管理软件产品能够适应不同企业管理特色，支持大型企业多级管理模式，可根据企业运行机制的调整和流

程优化管理要求，实现采购供应链业务的扩展与延伸，可与企业的MDM（主数据管理系统）、ERP（企业资源计划系统）、

EAM（企业资产管理系统）、MES（生产执行制造系统）、FMS（财务管理系统）等其他业务管理系统互联互通。 

（4）技术服务 

公司在检验检测信息化及数据资产管理领域拥有丰富的项目经验，积累了大量适合中国国情的运维服务、流程优化咨

询、数据资产管理咨询、信息系统合规性验证服务等领域的技术服务经验，可为客户提供多项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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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203,632.94 436,968,155.89 135.99% 378,778,591.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92,870,947.46 322,172,845.25 177.14% 269,666,828.57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319,805,283.05 273,863,908.96 16.78% 263,192,677.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190,990.40 52,545,638.75 5.03% 68,344,681.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1,469,249.65 52,274,940.00 -1.54% 68,185,725.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108,188.29 4,846,834.87 -783.09% 15,805,358.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5 0.91 4.40% 1.2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5 0.91 4.40%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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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78% 17.76% -1.98% 3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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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64,964.75 48,764,743.23 71,283,041.61 189,592,533.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542,868.17 -2,341,469.14 12,130,078.12 57,945,249.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610,931.54 -2,628,021.62 11,050,922.94 55,657,279.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461,783.41 -20,003,979.69 -4,806,079.54 39,163,65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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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88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5,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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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震 境内自然人 39.36% 30,447,450 0   

北京维恒管理咨

询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01% 7,739,050 0   

北京三维智鉴管

理咨询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34% 6,449,300 0   

君信（上海）股权

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苏民投

君信（上海）产业 

升级与科技创新

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88% 3,000,000 0   

宁波保税区智望

天浩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67% 2,063,600 0   

苏州英豪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苏

州成贤一期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5% 1,741,300 0   

杨进德 境内自然人 2.00% 1,547,7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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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世文 境内自然人 2.00% 1,547,700 0   

苏州雅枫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苏

州雅枫一期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5% 967,450 0   

苏州成贤三期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0% 773,85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苏州英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苏州成贤一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雅枫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苏州雅枫一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成贤三期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属于同一控制人控制下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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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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