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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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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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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变更，仍为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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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9,801,51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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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天科技  股票代码 300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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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冬玲 

办公地址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红松路 252 号 

传真 0371-56160968 

电话 0371-56160968 

电子信箱 xtkj@suntront.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的主要业务 

新天科技以“成为世界智能表和智慧能源行业领导者”作为公司的愿景，以“能源节约、创造智慧生

活”作为公司的使命，公司围绕水、电、气、热为公用事业单位提供从能源计量、数据采集、数据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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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以及云平台服务于一体的物联网综合解决方案。公司产品集成了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块

数据、数字孪生、自动控制、GIS地理信息等物联网技术，致力于为水务公司、燃气公司、热力公司等领

域的数字化转型提供更为完整的物联网解决方案。经过二十余年的精耕细作，新天科技已成为国内领先的

集数据采集终端+软件+云服务于一体的物联网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 

公司是“中国物联网100强企业”、“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公司获批成立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拥有行业内规模较大的技术研发团队，技术研发实力行业领先。

凭借公司突出的研发创新能力，公司技术中心被认定为“国家企业技术中心”。 

（二）主要产品及用途 

公司产品主要包括物联网民用智能表系统、物联网工商业智能表系统、智慧水务、智慧热力、智慧燃

气、智慧农业、云服务等，产品广泛应用于水务公司、燃气公司、热力公司、水利局、农业局以及大型工

矿企业等。 

1、物联网民用智能表系统 

 

 

 

公司物联网民用智能表系统主要包括智能水表、智能燃气表、智能热量表、智能电表及相关的软件系

统，该产品主要应用于居民用户水、气、暖、电的智慧化管理，产品采用了物联网技术、自动控制技术、

零功耗技术、云计算技术等，可实现远程数据采集、远程数据监测和远程控制阀门的开关。另外，还可以

实现阶梯计价、异常报警、欠费报警等功能，解决了水务公司、燃气公司传统的人工上门抄表难、收费难、

异常无法及时发现等问题，同时，也避免了因人为因素造成的漏抄、误抄、少抄、人情抄、抄表扰民等弊

端，并且可有效保护居民生活的私密性和安全性，符合人们高品质生活的追求。 

 

 

 

 

 

LORA智能远程抄表系统                 NB-IoT物联网远程抄表系统                   GPRS/GSM智能远程抄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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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物联网工商业智能表系统 

 

 

 

 

 

公司物联网工商业智能表系统主要包括智能电磁水表、智能电磁流量计、智能涡街流量计、智能金属

管浮子流量计、智能时差式超声波流量计等，该产品主要应用于大用户用水贸易结算计量和监控，供水管

网流量、压力测量监控，区域漏控，水利计量等，系统可远程监测大用户及管网用水流量及压力，并通过

数据分析查找管网和区域的漏损情况，可有效降低水资源的流失，降低产销差，提高供水收益率。 

 

 

 

 

 

 

 

 

 

 

 

 

 

 

 

 

3、智慧水务 

     新天科技智慧水务系统集成了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数字孪生、GIS地理信息、自动控制、智

能能耗分析等物联网技术，系统包括“两大中心、六大板块以及 38 个子系统”，覆盖了水务公司的生产、

管网、营销、服务、运营以及决策等，可将水厂生产、压力、水质、流量、能耗、二次供水等供水系统的

诸多要素建立关联，统一到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平台，实现水务公司从“水源头到用户水龙头”的全过程智

慧化管控，从而打通水务公司信息孤岛。同时，通过全过程运行数据采集存储、运行情况可视化展示、调

度分析决策、业务过程管理、异常检测预警及运行能效分析和智能报表管理等，可有效减少管网爆管、降

低产销差，让水务公司的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流程化、精细化、电子化、网络化和动态化，从而保证水

务公司的供水系统安全，实现水务公司的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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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智慧水务业务应用体系主要有智慧管网及调度（管网地理信息GIS系统、SCADA生产调度管理系

统、在线实时水力仿真模型、产销差与DMA管理系统、管网巡检系统、二次供水在线管控系统）、智慧生

产运维（自动化生产控制系统、智慧生产运维管理系统、点检定修及资产管理系统、水质管控分析系统）、

智慧客服（营业收费系统、用户报装系统、呼叫中心系统、移动互联营业厅APP）、智慧计量（移动互联

抄表系统、大用户在线监控系统、智慧计量远传抄表系统、表务管理系统）、智慧工程、智慧办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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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智慧农业节水系统 

公司智慧农业节水系统主要针对农业灌溉用水量大，灌溉效率低下和用水浪费严重等问题而开发，利

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和无线通讯等技术，实现对农作物周边环境进行信息采集、信息传输及自动化控制，

并可根据采集的气象数据、土壤墒情、作物品种、地区特点等自动实施远程灌溉、定量灌溉、精准灌溉。

同时，让管理者通过计算机、手机、展示屏等多种方式，足不出户就可以随时掌控灌区的土壤墒情、农作

物长势、气象环境等信息，进而打造智能、节水、生态、高效的“e灌区”，打破传统的靠“感觉+经验”的农

田灌溉模式，大大提高水资源的灌溉利用率。 

系统主要包括：泵房自动化控制系统、太阳能节水灌溉系统、土壤墒情监测系统、气象监测系统、视

频监控系统、地下水位监测系统等，适用于大中型农业灌区、果园、高尔夫球场、公共绿地等节水灌溉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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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应用管理软件以及云平台服务 

公司在为用户提供数据采集终端的同时，并定制开发管理软件系统，系统可以实现远程采集数据、远

程计费结算和阀控、漏测分析、异常告警监控等功能，通过多维度数据的采集，利用数据中台系统自动进

行数据清洗、汇总分析，并以图表方式向各级管理者提供业务数据呈现，满足能源管理部门日常管理需要。

另外，为让水务企业更方便的联

接客户，业务实现电子化、在线

化，公司打造了基于SAAS云平台

体系的智慧水务轻量级统一业

务支撑平台，以SAAS云布署、模

块化、轻量级的设计原则，提供

多种线上业务办理渠道及自动

服务终端设备渠道，实现“云缴

费”、“云抄表”、“云巡检”、

“云数据”、“云工单”、“云

报装”等云端服务，同时借助集约化管理的模式，对外连接客户、员工、在线设备及合作伙伴，对内形成

企业数据化资产，帮助供水服务更加惠民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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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表综合管理系统 

（三）经营模式 

公司主要采取的是“研发+采购+生产+销售+服务”一体化的经营模式，实行“订单式生产”，由营销团队

面向客户进行技术和产品的推广，客户需要产品签署订单后，研发中心确定技术路线和产品方案，生产调

度人员安排生产计划，物控部根据材料情况保证原材料的供应，生产部严格按照行业标准、工艺流程开展

生产活动，产品生产制造完成后将货物交付客户，待客户完成产品验收后公司确认收入。 

（四）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1、产业政策扶持 

近些年，随着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在数字中国、智慧城市、数字乡村

建设的大背景下，国家陆续出台多项政策推动市政基础设施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如2020年4月，工业和

信息化部发布的《关于深入推进移动物联网全面发展的通知》，通知明确提出，要深化移动物联网在智慧

农业、智慧医疗等领域应用，以能源表计、公共设施管理等领域为切入点。2020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发

布的《关于加快落实新型城镇化建设补短板强弱项工作有序推进县城智慧化改造的通知》，通知提出，推

进县城公共基础设施数字化建设改造，加快水电气热等市政领域数字终端、系统改造建设。2020年12月，

住建部发布《关于加强城市地下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完善城市管道供水管网建设，降低

城市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运用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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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下市政基础设施数字化、智能化水平。2021年7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部门印发的《5G应用“扬帆”

行动计划（2021-2023年）》，行动计划提出，丰富5G在智能农业的应用场景，加快智慧表计等产品在市

政管理、环境监测等领域部署。2021年8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规定各地应

当积极推进城镇供水“一户一表”改造，具备条件的应当安装智能水表。2021年9月，工信部、科技部、国家

能源局等联合发布了《物联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年）》，计划提出，到2023年

底，在国内主要城市初步建成物联网新型基础设施，推动智慧管廊、智能表计等感知终端的建设和规模化

应用部署。 

上述一系列政策明确提出了要推进水电气热等市政领域数字终端、系统改造建设，提升城市地下市政

基础设施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实现供水管网的网格化、精细化管理。随着政策的逐步落地实施，进一步

加速了智能水表、智能燃气表、智能热量表、智慧水务、智慧农业节水等产品的应用和推广，公司作为行

业内产品种类较为丰富、综合竞争力较强的公司受益于政策的支持推动了公司业绩的增长。 

2、下游行业自身发展需求 

公司下游客户主要为水务公司、燃气公司、热力公司等能源管理部门，水表、燃气表、热量表等作为

能源计量用具，在生活中起着非常大的作用，但传统的机械水表、膜式燃气表、热量表只具有基础的计量

功能，需要定期进行人工上门抄表和费用计算。这种传统的靠人工上门抄表的方式存在入户难、抄表扰民、

抄表效率低、成本高、异常无法及时发现等弊端，且人为因素容易造成漏抄、误抄、少抄、人情抄等问题。

另外，供水管网漏损一直是水务行业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管网漏损不仅浪费水资源、增加供水企业成本，

而且影响供水水质，给饮水安全带来隐患。 

随着新型城镇化、智慧城市、海绵城市、节水型城市和新农村建设的推进以及人力成本的逐年提升，

传统的能源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能源管理部门的发展需求，能源管理部门必须变革管理模式，引进新的

科学技术，降低产销差，提高抄表收费工作的效率和质量才能顺应时代的发展。智能表及智慧水务产品可

以有效解决能源管理部门的痛点。能源管理部门为提高工作效率，降低产销差，提高收益率，对能源管理

的智慧化、信息化产品有强大的需求，再加上近两年疫情的反复，进一步推进了能源管理的数字化进程，

这为智能表及智慧水务等产品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市场机遇。另外，近几年，水务集团、燃气集团单

体招标采购金额较大且对交付周期、服务保障等有更严格的要求，在选择供应商时，更倾向于行业内规模

大、技术实力强、售后服务有保障的头部企业，公司作为行业内的龙头企业，技术实力强、质量品质高，

竞争优势突出，近几年公司业绩的持续增长受益于大客户的业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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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fzggwl/202108/t20210806_12932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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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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4,462,692.93 3,165,275,101.51 6.29% 2,795,274,442.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829,453,756.24 2,523,457,157.89 12.13% 2,185,102,229.50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1,193,181,912.35 1,194,503,677.25 -0.11% 1,180,831,810.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3,399,721.42 379,230,000.10 9.01% 273,319,679.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4,655,556.21 231,388,572.32 14.38% 217,226,722.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0,240,150.83 294,355,757.38 -25.18% 245,802,759.7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 0.32 9.37% 0.2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5 0.32 9.37% 0.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49% 16.17% -0.68% 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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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668,780.59 273,400,207.36 323,381,208.49 390,731,715.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4,126,710.87 93,119,601.04 134,937,420.10 111,215,989.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9,126,796.32 65,607,593.87 69,723,947.28 90,197,218.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504,038.24 30,131,061.36 23,403,599.43 214,209,52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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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1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36,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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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战波 境内自然人 35.68% 419,461,659 314,596,244   

费占军 境内自然人 8.26% 97,135,495 0 质押 57,010,000 

王钧 境内自然人 4.65% 54,676,422 41,007,316   

杨竞夫 境内自然人 0.88% 10,372,840 0   

陈敏 境内自然人 0.55% 6,476,864 0   

陈霞 境内自然人 0.49% 5,773,572 0   

赵聪 境内自然人 0.29% 3,427,700 0   

高串珍 境内自然人 0.29% 3,357,23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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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健 境内自然人 0.28% 3,281,850 2,522,595   

赵宇虹 境内自然人 0.28% 3,265,9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上述股东中费战波、费占军为兄弟关系，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

除上述股东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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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是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的开局之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也是公司深化改革的元年。2021年，面对复杂的宏观经济环境和疫情的反复，公司管理层围绕年初制定的

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沉着应对各种严峻的困难和挑战，于变局中开新局，锐意进取，紧抓、深耕主业，

加强技术创新和产品结构优化，使得公司实现了稳健发展。 

2021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9,318.19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0.1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41,339.9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0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465.5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4.38%。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336,446.2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282,945.3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2.13%。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工作情况如下：  

（一）市场经营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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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在疫情影响、宏观经济等诸多不确定因素下，公司始终聚焦主营业务发展，充分发挥自身

优势，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同时加大新业务领域的开发力度，重点

布局智慧水务、智慧热力、电磁流量计等相关产品，充分发挥公司在智慧能源管理领域的技术优势，为公

司增加新的业务收入，贡献新的利润增长点。  

（二）新产品开发及科研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立足市场，持续加大技术开发和自主创新力度，优化人才培养和储备机制，积极

引进优秀的研发及技术人才，完善开发管理与创新制度，提高公司产品的开发效率、开发能力及产品测试

能力，满足客户多元化个性需求。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新增专利35项，新增计算机软件著作权22项，

进一步提高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三）优化公司经营管理方面 

报告期内，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及严峻的宏观经济发展形势，在保证公司稳定发展的前提下，公

司持续优化经营管理方式，优化管理体系，坚持推行降本增效举措，增强全员降本增效意识，提高控制成

本水平，同时着重加强风险防范，提高内控治理水平，提升公司整体管理和运营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