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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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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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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352,28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0 元

（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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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高新发展 股票代码 00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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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砚琪 张涵洁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高新区九兴大道 8 号 四川省成都高新区九兴大道 8 号 

传真 （028）85184099 （028）85184099 

电话 （028）85137070 （028）85130316 

电子信箱 yyq-gxfz@sohu.com zhjgxfz@163.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介绍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3 号——行业信息披露》中土木工程建筑业的披露要求 

报告期，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建筑业和智慧城市建设、运营及相关服务业务，建筑业是公司目前第一大收入及利润来源，

为公司提供稳定利润，是公司拓展其他具有发展前景的战略新兴产业业务的基础；2019年确立的“拓展拥有良好盈利能力和

核心技术的智慧城市建设、运营及相关服务业务”是公司战略转型的方向之一，仅两年时间，已成为公司第二大利润来源。

除此之外，由于公司历史多元化发展遗留的影响，目前仍兼营期货（控股权转让过程中）、厨柜等业务，但收入或利润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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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较小。 

1、建筑业 

（1）主要业务及其变化 

①概述 

公司子公司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倍特建安）经营的项目主要集中在房屋建筑、市政公用和建筑装

饰装修项目，业务区域主要位于成都地区。倍特建安承揽业务主要采用施工总承包与工程总承包模式（EPC模式），通过竞

标形式获得。报告期内，公司紧紧抓住成都高新区全力推进新经济活力区、电子信息产业功能区、天府国际生物城、交子公

园金融商务区和未来科技城全域五大产业功能区建设的巨大机遇，大力提升建筑施工业务规模和效益，在成都高新区五大产

业功能区建设的实施阶段，倍特建安紧密围绕其建设需求，整合外部资源，联合多家业内知名建筑设计院，以EPC模式陆续

承揽并顺利实施多个重大优质项目，承接业务量保持稳健增长，经营业绩稳定增长。2021年倍特建安荣获“成都市建设工程

质量安全工作先进集体”“成都市建筑业先进企业”“成都市建筑施工企业AAA信用评价”“成都市建筑业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先进企业”“高新区建筑业先进企业”等荣誉。公司将在持续服务于成都高新区建设的同时，在管理、人员等匹配情况

下稳妥拓展区外业务，抓住城市产业升级建设机遇，不断提升建筑业务收入规模和利润水平，将其打造为公司的业务发力点

和重要利润支撑，为公司拓展其他具有发展前景的战略新兴产业业务打下坚实基础。 

截止2021年12月31日，倍特建安通过工程总承包与施工总承包模式承揽的累计已签约未完工订单达97个，金额约267.91

亿元，为公司以后年度的利润来源提供了可靠保障。 

②业务模式及风险 

模式类型 模式描述 特有风险 

施工总承包 

建设方将全部施工任务发包给具有施工

承包资质的建筑企业，由施工总承包企

业按照合同的约定向建设单位负责，承

包完成施工任务。 

资金风险：房建项目居多，故受房地产市场整体环境波动影响较大，

建设方资金链出现问题则给施工方带来工程款回收困难、资金压力

增大、工程成本增加等经营风险； 

盈利风险：准入门槛较低，恶性竞价剧烈，项目利润率较低。 

工程总承包

（EPC模式） 

工程总承包企业依据合同约定，对建设

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试运行完成

全过程或若干阶段的承包任务。 

全过程总控风险：工程项目建设周期长、投资多，金额大、技术要

求高，系统复杂的生产建设过程，存在大量的不确定因素风险。在

EPC模式下，参建单位增加，建设生产过程的组织集成化要求高，

存在联合体内部协调机制的各种风险，比如设计与施工分离导致投

资增加风险、建设进度工期风险等。 

 

报告期内，倍特建安新承接项目中工程总承包项目金额占新签合同金额的93.65%，为公司建筑业现在的主要业务模式。

工程总承包项目具有节约项目工期、把控项目总造价、提高施工图的设计质量及施工质量、更有利于提升项目盈利水平的优

势，倍特建安通过承接工程总承包项目将逐步提高建设项目周期中的前端设计优化水平，统筹协调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提升

毛利率水平，持续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2）融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沟通合作，不断增加公司授信额度，并开展供应链金融，积极拓宽多品种

融资渠道，同时将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的资金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确保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 

（3）质量控制体系、执行标准、控制措施及整体评价 

①执行质量标准和质量控制体系 

GB/T19001 -2008《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GB/T50430-2007《工程建筑施工企业质量管理规范》 

GB/T28001-201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要求》 

GB/T24001-2004《环境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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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特建安2009年通过国际质量体系ISO9001认证以来，每年均通过北京中建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的监督评审。 

②质量控制措施 

倍特建安主要采取的质量控制措施包括：明确“过程精品、业主满意”的质量方针，制定质量目标，并将目标层层分解，

做到质量责任明确、职权落实到位。建立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配备完整、高素质的项目管理人员，强化“项目管理，以人

为本”的指导思想。开展全面质量管理，严格过程控制和程序控制，加强施工工艺质量控制，做到“标准化、规范化、制度

化”。严格执行样板制、三检制、工序交接制、质量检查验收制等。建立以总工程师、技术部以及项目技术负责人组成的技

术管理体系，施工前编制实施性施工方案，加强施工方案的评审，严格审核其工艺和顺序，确保施工质量。利用计算机进行

项目管理和质量管理，强化质量检查和验收，加强质量管理的基础性工作。加强图纸自审、会审、图纸深化设计、详图设计

和综合配套图的审核工作，通过确保设计图纸的质量来保证工程的施工质量。严把材料（包括原材料、成品、半成品）和设

备出厂质量关、进场质量关。建立施工机械管理制度和各种机械设备的操作规程，对施工机械做到“定人定机”的管理，保

证现场机械始终处于受控状态。加强影响工序质量因素的控制来实施施工过程中的质量控制，对关键工序和重要部位，根据

工艺本身的特殊要求，设置质量控制点，通过对质量控制点的监控确保工序质量。做好施工测量及试验工作。测量的原始记

录资料必须真实、完整，并妥善保管。做好施工技术文件、资料的整理工作。加强工序验交手续，杜绝由于上道工序不合格

而转入下道工序所造成的质量缺陷。施工过程中发现不合格品，应立即发出限期整改通知，并采取纠正和预防措施。工程完

工后，由项目部成立交工验收领导小组，组织各专业技术人员，会同业主代表、监理等单位，对工程进行最终的检验和验收。 

③整体评价 

倍特建安建立的质量控制体系运行是有效的，符合国际质量体系ISO9001认证要求。 

报告期内，倍特建安通过PDCA科学管控实现项目全面质量管理，未发生重大质量事故。 

（4）安全生产制度的运行情况 

报告期内，倍特建安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坚守安全红线意识。公司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

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和成都高新区党工委管委会重大决策部署，践行安全发

展理念，严格执行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按照狠抓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提高工程施工安全生产管理、风险防控

及应急处置能力，为公司科学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报告期内，倍特建安严格按照安全生产制度规定操作运行，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 

2、智慧城市建设、运营及相关服务业务 

拓展拥有良好盈利能力和核心技术的智慧城市建设、运营及相关服务业务是公司战略转型的方向之一，公司于2019年开

始布局智慧城市建设、运营及相关服务业务，成立了控股子公司倍智智能数据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倍智智能）作为公司

实施智慧城市业务的重要平台载体。 

公司控股子公司倍智智能的定位是作为成都高新区开展智慧城市业务的重要平台载体，为成都高新区智慧城市建设落地

做场景供给，立足于成都高新区并将逐步走出成都高新区，充分发掘成都高新区、成都市及更大范围内的智慧城市建设、运

营及相关服务业务的应用场景，成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的智慧城市解决方案提供商和数据运营服务商。目前倍

智智能处于智慧城市产业链中下游（图2-1），其业务发展方向是为政府、企业和社会提供智慧政务、智慧交通、智慧环保、

智慧应急、智慧维稳、智慧公安、智慧园区、智慧教育、智慧医疗、智慧社区等一系列整体化解决方案和数据治理运营服务，

以“运营服务”为动力，持续盘活资源和自我造血，通过占领更多场景形成自有的大数据核心产品和竞争能力，同时聚集国

内产业链相关的硬件、软件企业作为生态合作伙伴，构建强大的智慧城市生态圈，打造智慧城市软件基础设施以及数据处理

中枢，赋能下游智慧城市场景应用，用数据联结产业生态全要素，用科技构建城市生活新场景，逐步成为具备投、建、管、

运、营能力的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运营商。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投资并购、合资合作等各种形式向中上游高度相关的物联网、

传感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软件等领域进行产业链拓展，力争让公司在新型智慧业务细分领域具有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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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智慧城市产业链 

 

根据前述定位和发展路径，报告期内，倍智智能以成都高新区为主战场，结合自身能力和优势，深耕未来智慧城市细分

领域，持续构建智慧城市细分市场拓展根据地和创新产品样板点，积极打造产品和标杆项目，形成“高新”模式。同时，积

极布局拓展区外市场，寻求创新产品和场景在区外的复制和推广，进一步做大做强倍智智能在智慧城市领域的影响力。仅仅

两年多的发展，倍智智能在智慧城市多个细分领域实现了能力积淀和行业突破，自身业务、产品和研发能力不断加强，尤其

是在智慧环保（特别是绿色智慧工地）、智慧公共安全、智慧政务、智慧民生、建筑智能化等智慧应用场景实现了市场和产

品从零到一的突破，倍智智能已经涵盖智慧园区、智慧政务、智慧环保、智慧公共安全、智慧民生、智慧建筑多行业的智慧

化场景。 

 

 

图2-2 倍智智能智慧城市细分领域能力体系设计  

 

智慧环保领域。报告期倍智智能在多个智慧环保细分领域做深做广，研究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物联网等多种先

进技术在环保各个场景中的应用，全面构建倍智智慧生态环保产品体系，涵盖绿色智慧工地、智慧水务、智慧大气、污染溯

源与监控、环保生态运营等。报告期内，在绿色智慧工地细分应用场景中，倍智智能成功实现了绿色智慧工地从项目型交付

到产品化交付的重要进步，实现了绿色智慧工地涵盖多套数据看板、环保相关业务指标查看、数据接入/监测、工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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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管理、告警通知、工地监控等功能，做到绿色工地环保管理可感、可管、可控、可评，并成功拓展了高新区区内SKP、

骑龙、AI创新中心二期等14个绿色智慧工地项目以及在区外市场成功签约成华区7个环保工地项目，积极积淀项目经验，为

下一步环保工地项目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智慧水务细分应用场景中，充分研究通过大数据技术实现大气污染的

精准溯源和对未来污染情况的仿真预测、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工业企业三废治理实行智慧监管、利用区块链和知识图谱构建

高新区河道智慧防汛的神经网络等，并顺利验收通过了环保水务智慧监管系统一期项目，增加了相关项目经验，为未来此类

项目的全面开展奠定了良好的技术积累和方案基础。 

公共安全领域。以现有项目和平台区位优势为基础，进一步拓展在智慧应急管理、智慧维稳管理、流动人口监测、智慧

警务等领域的产品研发和服务支撑能力，做城市安全的建设支撑方和运营方。报告期内顺利完成了智慧应急涉稳隐患平台、

公安哨兵系统、警企服务平台等项目研发和系统集成工作，积极布局应急平台、维稳平台、安监平台、天府双塔视频审片系

统、人口流动监测平台等项目。 

智慧政务领域。以成都市高新区区内现有项目和客情为出发点，进一步夯实项目交付质量和提升研发产出产品化程度，

做政务大数据、市场监管、SIM城市管理、智慧城管、城市综合运维、政务互联互通等领域的技术提供者和运营服务者。报

告期内倍智智能顺利完成并交付了智慧政务服务中心项目，倍智智能自主研发的的大数据产品平台在智慧政务领域不断积淀

了经验、提升了应用能力。 

智慧园区领域。依托现有的大量智慧化园区和楼宇类项目和建筑智能化（弱电、园区、楼宇等）能力，打造在智能楼宇、

智慧物业、智慧节能等领域的产品能力和解决方案能力，并与高新区各大建设主体深度融合和联动，积极布局高新区未来将

要新建的各种楼堂馆所的智慧化建设。 

智慧民生领域。主要涉及智慧医疗、智慧教育等细分应用场景。报告期内，倍智智能承接了高新区妇幼保健医院的智慧

医疗项目，独立完成了从弱电、机房到整个软件、信息化的全部方案设计和编制，并将自主研发产品加入到了整体方案和建

设中，通过项目积淀，将积极拓展智慧教育大数据、生活服务消费等智慧民生领域应用场景，提升在智慧民生领域智慧应用

场景的方案设计、售前服务、产品及研发等的能力。 

通过在上述智慧城市建设领域项目的积淀，倍智智能凝练出了从规划设计、技术研发、项目交付、运维运营全过程、全

生命周期的新应用场景打造能力，并在场景建设过程中不断强化自主研发的倍智物联网平台、倍智大数据平台和倍智91city

可视化平台三大平台（智慧化底层建设的三大核心技术平台）以及环保“绿色智慧工地”（新拓展的创新模式产品），为形

成数据运营这一核心竞争力从而长远发展成为智慧城市解决方案提供商和数据运营服务商打下了坚实基础。 

目前，倍智智能已与重庆紫光华山智安科技有限公司、新华三（四川分公司）、腾讯教育、阿里云（四川分公司）、平

安国际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行业龙头企业建立了市场、方案和产品上的深度合作关系，具备了以高新区为起点、

走出四川、辐射全国的智慧城市典型应用场景建设和运营能力。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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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28,274,340.73 8,338,949,498.00 29.85% 5,881,496,980.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58,202,228.37 1,535,196,625.75 1.50% 1,012,434,760.26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6,611,796,782.29 5,533,078,836.61 19.50% 3,310,871,52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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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3,348,056.32 240,838,411.42 -32.18% 104,561,244.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5,104,239.70 179,089,949.23 -24.56% 102,826,253.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8,904,109.68 160,279,652.10 186.31% -243,347,315.6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64 0.765 -39.35% 0.3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64 0.765 -39.35% 0.3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65% 20.73% -10.08% 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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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8,659,487.85 1,794,227,098.50 1,582,969,098.90 2,175,941,097.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633,612.42 76,181,100.09 25,480,741.21 46,052,602.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344,776.42 72,268,874.27 21,283,548.88 26,207,040.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9,099,528.83 32,457,817.93 411,961,937.73 213,583,88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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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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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8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8,850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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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8.88% 172,207,860 145,285,560 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成都高新未来科技城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3% 6,100,000 6,100,000 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成都高新科技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3% 6,100,000 6,100,000 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徐功荣 境内自然人 1.47% 5,186,000 0 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朱永存 境内自然人 1.30% 4,567,123 0 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徐永才 境内自然人 1.03% 3,619,900 0 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成都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9% 3,120,000 0 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董玉英 境内自然人 0.77% 2,730,000 0 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刘馨莲 境内自然人 0.60% 2,126,469 0 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刘自明 境内自然人 0.57% 2,000,001 0 质押 2,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成都高新未来科技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成都高新科技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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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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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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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21年9月29日召开了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同意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倍特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倍特投资）和公司控股股东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成都高投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投资

管）同时以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将合计持有的倍特期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倍特期货）55%股权以43,750.762万元价格转让

给成都交子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其中公司以167.048万元转让持有的倍特期货0.21%股权，公司控股子公司倍特投资以

32,653.978万元转让持有的倍特期货41.05%股权，高投资管以 10,929.736万元转让持有的倍特期货 13.74%股权。详见2021

年8月13日、2021年9月14日和2021年9月30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根据《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本次转让倍特期货控股权尚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截

止披露日，本次转让倍特期货控股权事项尚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中。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任正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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