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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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彧、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俞世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蒋红声明：
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夏光副董事长因工作原因请假，委托陈衡董事代为表决。其余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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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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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公司不转增不送股不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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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尔泰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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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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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营业务仍然为自动化仪器仪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具体分产品来看，
公司主要拥有电磁流量计（含电磁水表）、压力变送器等产品，主要下游客户是电力、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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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化工等传统工业行业。此外，随着电磁水表、环保监测产品的开发和导入，公司下游
客户也新增了市政、环保等行业。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压力产品生产线搬迁到松江厂区的
工作，在新厂房的搬迁设备调试、工艺优化等方面公司经历较长的磨合期，对公司生产销售
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此外，从外部环境来看，公司下游客户需求在报告期出现下滑。受上述
双重因素影响，公司销售情况下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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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营业收入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89,512,574.70

117,081,432.37

-23.55%

111,976,664.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977,242.31

4,566,507.24

-406.08%

2,816,432.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340,918.40

873,022.08

-2,086.31%

438,935.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023,433.15

-235,777.93

-2,878.83%

4,850,480.0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03

-433.33%

0.0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03

-433.33%

0.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63%

2.41%

-10.04%

1.50%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204,797,222.99

219,535,539.78

-6.71%

222,982,735.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5,327,809.35

190,713,698.06

-8.07%

187,581,67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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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7,437.22

21,075,627.01

23,695,758.18

25,073,752.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41,067.59

-1,324,323.39

-1,256,477.24

-7,855,374.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880,702.37

-2,427,430.74

-1,600,990.90

-9,431,794.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084,059.56

-7,027,225.19

4,400,641.95

4,687,209.65

上述财务指标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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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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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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
7,056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
6,188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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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紫竹高新区（集团）有
境内非国有法人
限公司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质押或冻结情况
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24.41% 35,020,706

安庆市金安汇汽车配件制
造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99% 14,327,150

深圳昭时股权投资基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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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2.19%

3,147,500

华紫嫣

境内自然人

1.95%

2,800,000

张硕

境内自然人

1.76%

2,527,591

潘瑞青

境内自然人

1.75%

2,514,500

深圳鼎呈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开金鼎呈瑞华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0%

2,007,089

质押

6,7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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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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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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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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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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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
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一）经营情况概述
经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2019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990865亿元，比上年增长6.1%。其中，
第一产业增加值70467亿元，增长3.1%；第二产业增加值386165亿元，增长5.7%；第三产业
增加值534233亿元，增长6.9%。整体而言，我国经济保持了中高速的增长态势，同时供给侧
结构改革继续深化，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增长明显高于第一、第二产业。而第二产业增加值比
重为39.0%，较去年下降0.7%。在上述市场环境下，公司下游客户中冶金、化工、钢铁、电
力等传统行业的企业需求不振，公司传统优势产品的销售情况不佳。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依然为自动化仪器仪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近年来，由于传
统工业行业客户的需求持续不振，公司也积极的探寻业务领域的扩展和转型，其中电磁水表、
环保监测产品在市政水务及环保领域获得了一定的成绩。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951.26万元，营业利润-1,244.76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397.72万元，均较上
年下降，降幅分别为23.55%、330.43%、406.08%。
（二）其他主要工作
1、2019年6月，鉴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届满，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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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经2018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监事会成员，董事会、监事会
选举产生了董事长、监事会主席，并由董事会聘任了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顺利完成了公司
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工作。
2、经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威尔泰仪器仪表有
限公司于2019年11月18日与上海市闵行区虹桥镇人民政府签署“虹桥镇虹中路263号存量工业
用地转型项目协议”，拟将虹中路263号地块由工业用地转型为研发总部通用类用地，目前该
项工作仍处于向闵行区政府申请报批阶段。
3、2019年4月，公司将压力产品生产线从虹中路厂区搬迁至松江厂区，通过调试复产，
优化了压力产品生产布局和工艺流程，为压力产品未来持续发展夯实了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成本、费用、研发投入、现金流等项目的数值及同比变动情
况及说明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同比增减

2018年

营业收入

8,951.26

11,708.14

-23.55%

营业成本

6,355.82

7,351.71

-13.55%

销售费用

1,533.78

1,599.92

-4.13%

管理费用

2,295.35

2,188.36

4.89%

财务费用

-14.96

-26.29

43.10%

其他收益

354.97

280.29

26.64%

投资收益

109.68

172.19

-36.30%

研发投入

357.03

405.32

-11.91%

-702.34

-23.58

-2,878.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投资收益同比下降36.30%，主要为公司购买商业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下降所致。
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2,878.83%，主要因本期营业收入下降，销售商品
和劳务收到的款项减少所致。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营业利润比上 毛利率比上年
年同期增减 年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压力变送器

39,961,772.95 10,660,555.06

26.68%

-32.03%

-72.43%

-8.09%

电磁流量计

37,303,349.70 13,615,958.72

36.50%

-21.05%

-49.25%

-6.72%

39.64%

151.15%

114.74%

-6.72%

环保监测

2,285,145.62

905,95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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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8951.26万元，营业利润-1244.76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1,397.72万元，均较上年下降，降幅分别为23.55%、330.43%、406.08%。主要原因是
公司全年销售情况低于预期，同时由于公司压力产品生产线从虹中路厂区搬迁到松江出口加
工区内，运营成本有所增加。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2017年3月31日，财政部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 相关会计政策变更已经 详见其他说明1
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
（财会〔2017〕本集团第六届董事会第
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
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2017年5月2日，
财政部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
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
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
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2019年4月30日，财政部发布《关于修订印发2019 相关会计政策变更已经 详见其他说明2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本集团第七届董事会第
6号），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修订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其他说明：
1、2017年3月31日，财政部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2017
年5月2日，财政部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上述准则以下
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并要求境内上市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实施时间要求，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自2019年1月1日起，本集团金融资产减值计量由“已发生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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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变更为“预期信用损失模型”。
本集团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进行衔接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金融工
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集团不进行追溯调整。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
行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2019年1月1日的未分配利润。调整情况详见下列第（3）。
2、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本集团根据财会6号文件规定，并经本集团第七届董事
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已按要求对比较财务报表格式进行调整，相关比较财务报表影响说
明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36,005,596.63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4,883,994.50

其他流动负债
递延收益

应收票据

6,658,856.31

应收账款

29,346,740.32

应付票据

-

应付账款

14,883,994.50

571,264.96 其他流动负债

-

3,111,250.34 递延收益

3,682,515.30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集团本年度无重要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3)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新收入准则、新租赁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
项目情况
1）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调整数

2019年1月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60,347,502.32

60,347,502.32

-

应收票据

6,658,856.31

1,615,574.00

-5,043,282.31

应收账款

29,346,740.32

29,434,539.94

87,799.62

6,658,856.31

6,658,856.31

918,041.33

918,041.33

-

1,480,253.46

965,303.45

-514,950.01

441,480.55

-

-441,480.55

存货

51,056,555.98

51,056,555.98

-

其他流动资产

30,418,873.03

30,860,353.58

441,480.55

180,226,822.75

181,856,726.91

1,629,904.16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其他应收款
其中：应收利息

流动资产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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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17,719,383.37

17,719,383.37

-

在建工程

9,894,799.40

9,894,799.40

-

无形资产

6,757,634.10

6,757,634.10

-

开发支出

1,057,460.50

1,057,460.50

-

递延所得税资产

3,879,439.66

3,890,946.42

11,506.76

39,308,717.03

39,320,223.79

11,506.76

219,535,539.78

221,176,950.7

1,641,410.92

应付账款

14,883,994.50

14,883,994.50

-

预收款项

1,512,433.87

1,512,433.87

-

应付职工薪酬

4,070,474.00

4,070,474.00

-

应交税费

3,336,788.88

3,336,788.88

-

其他应付款

1,335,635.17

1,335,635.17

-

1,615,574.00

1,615,574.00

25,139,326.42

26,754,900.42

1,615,574.00

3,682,515.30

3,682,515.30

-

3,682,515.30

3,682,515.30

-

28,821,841.72

30,437,415.72

1,615,574.00

143,448,332.00

143,448,332.00

-

资本公积

374,887.25

374,887.25

-

盈余公积

16,872,387.09

16,872,387.09

-

未分配利润

30,018,091.72

30,043,928.64

25,836.9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190,713,698.06

190,739,534.98

25,836.92

股东权益合计

190,713,698.06

190,739,534.98

25,836.92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219,535,539.78

221,176,950.70

1,641,410.92

非流动资产合计
资产总计
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非流动负债：
递延收益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所有者权益：
股本

合并资产负债表调整情况说明：本集团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调整列报金融工具相
关信息，包括变更应收账款等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减值计提规则，应收账款减值计提
方法从“已发生损失模型”调整为“预期信用损失模型”，以客户信用风险评估为核心，结合预
期回款情况，考量客户的关键财务指标后，细化资产组分类及调整资产组计提比例，进行减
值计提。
2）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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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调整数

2019年1月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1,876,572.83

11,876,572.83

-

应收账款

62,485,202.60

62,416,806.77

-68,395.83

预付款项

9,129.57

9,129.57

-

4,118,584.31

4,025,431.02

-93,153.29

24,986.30

-

-24,986.30

存货

10,273,862.89

10,273,862.89

-

其他流动资产

12,203,383.79

12,228,370.09

24,986.30

100,966,735.99

100,830,173.17

-136,562.82

90,154,894.68

90,154,894.68

-

固定资产

6,455,903.43

6,455,903.43

-

无形资产

9,389.23

9,389.23

-

54,962.05

89,102.76

34,140.71

96,675,149.39

96,709,290.10

34,140.71

197,641,885.38

197,539,463.27

-102,422.11

26,345,779.29

26,345,779.29

-

1,156,150.00

1,156,150.00

-

228,123.68

228,123.68

-

80,832.56

80,832.56

-

27,810,885.53

27,810,885.53

-

3,060,416.97

3,060,416.97

-

3,060,416.97

3,060,416.97

-

30,871,302.50

30,871,302.50

-

143,448,332.00

143,448,332.00

-

资本公积

213,078.43

213,078.43

-

盈余公积

16,872,387.09

16,872,387.09

-

6,236,785.36

6,134,363.25

-102,422.11

股东权益合计

166,770,582.88

166,668,160.77

-102,422.11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197,641,885.38

197,539,463.27

-102,422.11

其他应收款
其中：应收利息

流动资产合计
非流动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递延所得税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资产总计
流动负债：
应付账款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其他应付款
流动负债合计
非流动负债：
递延收益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所有者权益：
股本

未分配利润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调整情况说明：本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调整列报金融工具
相关信息，包括变更应收账款等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减值计提规则，应收账款减值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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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方法从“已发生损失模型”调整为“预期信用损失模型”，以客户信用风险评估为核心，结合
预期回款情况，考量客户的关键财务指标后，细化资产组分类及调整资产组计提比例，进行
减值计提。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对 2020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20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负值
2020 年 1-3 月净利润（万元）

-600

至

-400

2019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万元）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354.11
一季度受春节假期及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公司生产
销售情况均较去年同期有所下滑。

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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