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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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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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673,68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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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371

股票简称

汇中股份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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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大鹏

刘士岩

办公地址

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西道 126 号 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西道 126 号

传真

0315-3190081

0315-3190081

电话

0315-3856690，15733 300371

0315-3856690，15733 300371

电子信箱

300371@hzyb.com

300371@hzyb.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一家集“产品+方案+服务”为一体的智慧供水、智慧供热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能够为客户提供涵盖“数据采集、
能源计量、数据分析、方案设计、节能服务”的完整产业链服务。主要产品包括超声热量表、超声水表、超声流量计及相关
智慧管理系统，产品口径范围为DN15-DN15000，覆盖了供热产业链、供水产业链的全流程，并广泛应用至工业、水利、石
化、热电、钢铁、煤炭等用水量较大的行业。
（一）供热计量全场景产品
公司依托超声测流自主核心技术，以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为方向，为所服务客户实现智慧供热、公建节能，为双碳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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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保驾护航。
公司供热业务已覆盖热源、热网、热力站、楼栋热、分户热全产业流程，主要产品包括供热节能产品、智慧供热平台、
智慧供热整体解决方案及供热节能服务。

（1）供热计量产品
应用场景
热源计量

产品介绍

图例

插入式超声热量表（多声路）
1.采用多声路超声测流技术，高准确度，适应各种复杂流态；
2.可进行热能、流量、温度等的多种转换，具备多种运行告警
功能；
3.采用先进的多脉冲技术、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及纠错技术，抗
干扰能力强，稳定性好。

换热站计量

插入式超声热量表（交流供电）
1.采用多声路超声测流技术，高准确度，适应各种复杂流态；
2.安装空间小，可带水带压安装维护，多角度安装；
3.采用先进的多脉冲技术、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及纠错技术，抗
干扰能力强，稳定性好。

供热管网监测 插入式超声热量表
1.采用多声路超声测流技术，高准确度，适应各种复杂流态；
2.安装空间小，可带水带压安装维护；
3.IP68防护设计，可长期浸水工作；
4.微功耗，一节电池可连续工作6年以上；
5.支持多种输出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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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建楼栋计量 管段式超声热量表
1.低始动流量，可任意角度安装，高准确度，高稳定性；
2. IP68防护设计，可长期浸水运行；
3.微功耗，一节电池可连续工作10年以上；
4.智能制造，满足客户柔性定制需求；
5.支持多种输出接口。

户用计量

户用超声热量表
1.采用超声测流技术，可多角度安装，高准确度；
2.微功耗，一节电池可连续工作10年以上；
3.支持多种输出接口。

智能调节阀
1.用于供热市场终端客户管网平衡调节、温控一体化，满足热
力公司对管网调节、通断的管控要求；
2.体积小，稳定性高，抗干扰能力强；
3.微功耗，一节电池可连续工作6年以上；
4.采用NB-IoT通讯技术，覆盖范围广，可远程维护和升级。
室温采集器
1.插座形式可直接替换墙壁插座，安装简单，采集数据可靠；
2.市电供电，无需更换电池，产品使用寿命更长久
3.采用NB-IoT通讯方式，数据直接上传至云平台，适用于大面
积室温采集。

（2）智慧供热平台
公司智慧供热平台以两个中心和八大系统为核心，以信息系统与物理系统深度融合为技术路线，以“互联网+”技术感知
连接供热系统全过程中的各种要素，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建模仿真等技术统筹分析优化系统中的各种资源，运用模拟预
测等先进控制技术按需精准调控系统中各层级、各环节对象，构建具有自感知、自分析、自诊断、自优化、自调节、自适应
特征的智慧型供热平台，助力供热企业实现节能增效、安全舒适供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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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智慧供热整体解决方案
针对供热行业，公司借助智慧供热平台，通过对供暖数据的分析，在供热各业务节点推出热源结算方案、供热管网监测
方案、末端管控一体化方案等一系列智慧解决方案，帮助供热企业解决了热网监测数据难、远程调节难、问题诊断分析难、
管理考核难的问题，通过源、网、站、楼、户的数据整合及设备改造，实现了工艺数字化、调控智能化、管理精准化，切实
做到按需供热、节能降耗，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4）供热节能服务
公司基于多年积累的智慧供热管理能力、技术，通过自有人员、产品、平台为客户提供托管区域的供热运维服务，帮助
客户实现精细化管理，进而通过精益运营实现运营收益。同时，公司与客户约定项目节能分享方式开展合同能源管理服务，
通过自主投入节能产品、方案设计向客户提供供热节能服务，双方在项目合同期内分享节能效益。
（二）供水计量全系列产品
公司供水业务已覆盖源水、出厂水、引调水、城市供水管网、城乡供水一体化、工商户用水、居民用水的全流程，主要
包括超声水表产品、智慧供水平台、智慧供水整体解决方案。
公司超声水表可实时精确获取供水管网水量、水温、水压等信息，构建全局化数据体系，为优化供水行业管理、运营提
供科学依据，同时也为降低漏损、提高效益提供有效数据。智慧供水管理系统可助力供水行业客户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管理
成本、提升管理水平、有效控制漏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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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供水系列产品
应用场景

产品介绍

图例

源水、出水厂计量 多声路超声流量计
1.采用多声路超声测流技术，高准确度，适应各种复杂流态；
2.所需安装空间小，可带水带压安装维护；
3.支持多种输出接口。

管网分区计量

插入式超声流量计
1.采用多声路超声测流技术，高准确度，适应各种复杂流态；
2.安装空间小，可带水带压安装维护；
3. IP68防护设计，可长期浸水工作；
4.微功耗，一节电池连续工作10年以上；
5.支持多种输出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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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工商户、市政 管段式超声水表
消防计量
1.可任意角度安装，高准确度，高稳定性，不受恶劣水质影响；
2. IP68防护设计，可长期浸水运行；
3.微功耗，一节电池可连续工作10年以上；
4.智能制造，满足客户柔性定制需求；
5.支持多种通讯方式。

户用计量

户用超声水表
1. 可实现多角度安装，始动流量低，宽量程比，高敏感等级；
2. IP68防护设计，可长期浸水运行；
3.微功耗，一节电池可连续工作10年以上；
4.无任何机械运动部件，无磨损，使用寿命长；
5.产品系列包含NB-IoT、RS-485、M-Bus、RF、阀控、直饮水
等类型。

（2）智慧供水平台
公司智慧供水平台结合物联网、地理信息、水力模型、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实现从供水到用水的数字化、智能化管理。平
台以两个中心和八大系统为核心，实现从制水、输水、供水、用水各环节业务的全流程、信息化管理，实现打通数据孤岛，
信息共享。利用物联网及大数据技术数据自动采集、智能分析和动态预测，为供水企业生产管理、智能调配和经营服务等环
节提供科学、合理的决策支持，助力供水企业提升管理、改善服务，最终实现节能降耗、精准降漏、智慧供水。

（3）智慧供水整体解决方案
针对供水行业，公司借助智慧供水平台，结合大数据分析，在供水各业务节点推出分区计量方案、社区供水管理方案等
一系列智慧解决方案，帮助供水企业快速排查漏点、降低漏损和提高居民智能化用水程度，同时进一步提升水务行业管理水
平、改善水资源利用率、提高社会节水节能意识。
在疫情期间，公司通过对平台大数据分析，协助政府实现在线精准排查人口居家及流动情况，有效避免了传统上门排查
方式带来的交叉感染风险，提升疫情防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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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社区供水解决方案成功应用于南方某市区水务集团独居老人关怀项目，系统采用“云+端”的先进架构（智慧水务云
平台 + 智能超声水表），通过“AI用水数据分析算法”，可分析得到用户画像、用水规律等信息，并依据分析结果对老人用
水异常情况进行监测并通过多渠道告警提醒。项目得到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和认可，并获得多家权威媒体报道。
（三）超声流量计全行业产品
公司超声流量计系列产品是公司最早开发并投入市场的拳头产品，具有适用范围广、安装维护方便、质量可靠、低功耗
等优势，被广泛应用于供水、工业、水利、石化、热电、钢铁、煤炭等用水量较大的行业，广受客户好评。
公司超声流量计系列产品主要有：
应用场景

产品介绍

图例

涵洞、涵渠等各种形状 多声路超声流量计
有压管路
1.采用多声路超声测流技术，高准确度，适应各种复杂流态；
2.所需安装空间小，可带水带压安装维护；
3.支持多种输出接口。

各类管道流量、
热量计量

便携式超声流量计
1.采用多声路超声测流技术，高准确度，适应各种复杂流态；
2.采用外夹式温度传感器测量供热（冷）管路供回水温度，实现
了热（冷）量的便携测量；
3.微功耗技术，一节电池可连续工作16小时以上；
4.集成Wi-Fi无线数据传输模块，大大提升操作的灵活性。

矿山、石油、化工、冶 工业用超声流量计
金、电力、给排水等领
1.采用多声路超声测流技术，高准确度，适应各种复杂流态；
域计量
2.所需安装空间小，可带水带压安装维护；
3.多脉冲、DSP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强抗干扰能力。

水资源管理、

农水超声流量计

农田灌溉计量

1.采用超声测流技术，高准确度，高稳定性，大量程比；
2.无机械转动部件和扰流组件，水泵电能损耗低，抗干扰；
3.微功耗技术，一节电池可连续工作10年以上；
4.支持多种输出接口，配接GPRS/GSM无线传输，可组成监测系
统，监测仪表及水泵运行状况。

贸易结算、分区计量 管段式超声流量计
1.可任意角度安装，高准确度，高稳定性，不受恶劣水质影响；
2. IP68防护设计，可长期浸水运行；
3.微功耗，一节电池可连续工作10年以上；
4.智能制造，满足客户柔性定制需求；
5.支持多种通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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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超声测流传感器组件及相关服务
公司全资子公司汇中科技唐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中科技”）专注于标准流量传感器组件的研发、销售及相关技术服
务，旨在帮助合作伙伴更简单、更快速的应用超声测流技术、建立自己的超声表计生产能力，以更大程度推广超声测流技术
和提高超声测流行业市场渗透率。
截至目前，汇中科技已取得实用新型专利1项、外观专利1项、软件著作权3项，其研制的超声水表传感器产品已进入批
量生产阶段、超声热量表传感器产品已进入小批试生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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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2,663,906.64

936,570,166.76

16.67%

827,076,469.40

936,896,157.78

813,884,515.61

15.11%

715,160,604.35

2021 年

2020 年

营业收入

523,536,484.18

425,210,340.96

23.12%

360,263,748.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5,187,831.35

126,950,878.87

22.24%

109,661,099.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7,630,739.46

118,791,184.47

24.28%

101,795,101.30

15,306,648.52

107,274,515.91

-85.73%

99,747,784.9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276

0.7630

21.57%

0.659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276

0.7573

22.49%

0.65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79%

16.64%

1.15%

16.44%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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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82,276.78

112,312,897.54

128,018,410.39

228,022,899.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722,539.27

36,514,864.28

42,351,578.85

66,598,848.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709,349.49

35,211,545.73

41,054,888.59

64,654,955.65

-28,010,628.35

-4,853,575.31

14,598,466.83

33,572,385.35

营业收入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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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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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股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8,943
普通股股东总
数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
9,289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持有特别表决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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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力新

境内自然人

37.95%

63,635,554

47,726,665

王永存

境内自然人

11.11%

18,628,001

0

董建国

境内自然人

2.75%

4,604,001

3,453,001

张继川

境内自然人

2.53%

4,234,839

3,176,129

许文芝

境内自然人

2.38%

3,994,841

0

王健

境内自然人

2.31%

3,871,000

2,903,250

刘健胤

境内自然人

2.15%

3,606,819

0

李志忠

境内自然人

2.07%

3,473,200

0

王立臣

境内自然人

1.99%

3,340,201

0

刘春华

境内自然人

1.68%

2,822,799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许文芝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力新为配偶关系，系一致行动人。
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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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力新

许文芝

（实际控制人）

（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

持股 37.95%

持股 2.38%

汇中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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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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