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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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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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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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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 威尔 股票代码 00205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威尔泰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殷骏 张峰 

办公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虹中路 263 号 上海市闵行区虹中路 263 号 

传真 64659671 64659671 

电话 64656465 64656465 

电子信箱 dm@welltech.com.cn dm@welltech.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收购控股了上海紫燕机械技术有限公司，因此除了原有的自动化仪器仪

表业务外，公司本期新增了汽车检具业务。 

仪器仪表制造业：随着我国制造业下行压力的凸显，仪器仪表行业在近几年来一致受到

十分严峻的挑战。但与此同时，随着我国新基建的加速推进，国内自动化市场增长较快。据

MIR Databank数据显示，2021上半年中国自动化市场增长率创近年新高，整体市场规模达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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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仪器仪表行业受此利好影响，在2021年也有较好的市场表现，根据上海仪器仪表行业

协会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仪器仪表行业实现销售收入9,101亿元,较上年度增长

15.90%，利润总额为957亿元，较上年度增长10.99%。公司的仪器仪表产品主要是传统的工业

仪表有电磁流量计、压力变送器等产品，主要下游客户是电力、冶金、石油、化工等传统工

业行业。此外，还有电磁水表、环保监测产品，该类产品的下游客户主要是市政、环保等行

业。 

汽车检具制造业：近年来，受到宏观经济、市场、政策、疫情等因素的叠加影响，国内

汽车产业出现了短暂低迷，汽车产销量均有所下降。但自2020年4月以来，伴随着国民经济的

稳定回升，消费需求将加快恢复，汽车产销量得以恢复增长。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的 

2021年全年中国汽车的产销情况显示：2021年，我国全年汽车产销呈现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

展现出强大的发展韧性和发展动力。2021年，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08.2万辆和2,627.5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3.4%和3.8%。随着汽车产销量的增长，新车型开发周期大幅缩短。消费者对汽

车的需求更加多样化、个性化，促使汽车更新换代的速度继续加快。相应带动包括汽车检具

在内的上游汽车制造专用设备行业的发展。公司主要产品中汽车检具是一种用于检测汽车零

部件产品特征是否符合设计标准的专用检测仪器设备，应用于汽车设计、生产过程中，检验

汽车整车和零部件产品规格是否符合特定标准的专用检测仪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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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9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358,886,189.57 218,023,787.90 385,527,141.88 -6.91% 204,797,222.99 391,257,669.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81,005,009.78 174,680,083.61 213,862,001.79 -15.36% 175,327,809.35 299,892,050.82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9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244,869,718.38 82,323,296.31 184,853,287.53 32.47% 89,512,574.70 170,859,458.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4,623,007.99 -647,725.74 2,087,588.07 600.47% -13,977,242.31 -10,153,949.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109,652.90 -4,029,247.09 -4,029,247.09 276.45% -17,340,918.40 -17,340,918.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623,007.98 17,319,774.88 27,905,498.75 -97.77% -7,023,433.15 -14,472,563.4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01 0.01 900.00% -0.10 -0.0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01 0.01 900.00% -0.10 -0.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42% -0.37% 1.83% 6.59% -7.63%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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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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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35,648.22 47,238,260.85 70,710,234.64 93,185,574.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81,103.68 1,159,893.32 6,549,685.94 7,594,532.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906,419.97 -472,593.77 3,987,787.29 4,500,879.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3,991.70 -4,312,040.88 3,416,434.65 2,132,60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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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5,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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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紫竹高新区（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4.41% 35,020,706    

西藏赛富合银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00% 14,347,150    

宁波好莳光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91% 7,040,300    

韶关金启利贸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70% 6,745,719    

刘涅贞 境内自然人 3.00% 4,304,234    

黄超 境内自然人 2.65% 3,795,400    

华紫嫣 境内自然人 1.95% 2,800,000    

叶志浩 境内自然人 1.67% 2,390,000    

杨平丽 境内自然人 1.17% 1,671,394    

伍军 境内自然人 0.92% 1,324,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紫竹高新区（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2022 年 3 月 14 日，西藏赛富合银投资有限公司受让宁波好莳光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 100%股权，成为宁波好莳光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其他股东之间，未

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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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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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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