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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86                证券简称：安科瑞                公告编号：2023-011 

安科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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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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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变更，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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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14,716,125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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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科瑞 股票代码 300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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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叶兰 朴蕾 

办公地址 
上海市嘉定区育绿路 253

号 

上海市嘉定区育绿路 253

号 

传真 021-69158330 021-69158330 

电话 021-69158331 021-69158331 

电子信箱 acrel@acrel.cn acrel@acrel.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专注于从事中低压企业微电网能效管理所需的设备和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是一家硬件生产与软件

开发相结合的高新技术企业与软件企业，具备为用户提供可靠、安全、节约、有序用电及智能化运维管理等多方面系统

解决方案的能力。结合物联网和边缘计算技术，公司现已推出多套企业微电网能效管理的云平台与系统解决方案，并基

于这些方案针对不同行业的需求进行细分，实现了企业微电网能源可视化管理和能源数据服务，满足客户个性化、定制

化需求,形成了通过为客户提供更多附加价值的方式带动硬件销售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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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产品包括企业微电网能效管理系统及产品和电量传感器等，从电量传感器、电力测控与保护装置到边缘计算网

关、云平台，形成了“云-边-端”完整的产品生态体系。企业微电网能效管理系统及产品包括变电站综合自动化系统、

能效管理系统、电气消防及用电安全系统等多个子系统及相应配套所需的端设备（用户端智能电力仪表、边缘计算网关

等）。 

报告期内，公司主推 AcrelEMS 能效管理平台（EMS 2.0），通过在“源网荷储充”各个节点安装监测分析、保护治

理装置，将边缘计算网关采集数据上传至平台，平台根据电网价格、用电负荷、电网调度指令等，调整各系统控制策略，

使企业内部电力系统稳定运行、提升效率，降低企业用电成本。 

公司目前已经完成三个产品升级阶段，一是从硬件（含嵌入式软件）发展到 EMS 1.0 阶段（23 个子系统模块），具

备自动化、数字化特征；二是 EMS 1.0 发展到 EMS 2.0 的阶段，实现了平台化，打破信息孤岛、互联互通的特征；三是

EMS 2.0 发展到 EMS 3.0（安科瑞微电网智慧能源平台）阶段，在 EMS 2.0 平台的基础上并入光储充平台，真正实现

源网荷储充一体化柔性控制，实现互联、互通、互动，报告期内，EMS 3.0 已完成产品研发架构，功能正在逐步完善，

尚未正式落地。 

2.0 版本的核心优势在于打通了各个功能模块，整合了平台，基于大量的服务案例分析，公司聚焦了十几个行业推

出了行业解决方案，对比过去产品模式和销售模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产品模式打造平台叠加行业应用，销售模式采

用设计院叠加行业进行推广，同时发展系统代理商进行安装、调试、售后及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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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2022 年末 2021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0 年末 

总资产 1,576,655,152.82 1,415,285,751.14 11.40% 1,153,055,159.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147,074,669.88 979,355,823.65 17.13% 816,173,137.64 

 2022 年 2021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0 年 

营业收入 1,018,584,921.58 1,016,982,797.32 0.16% 718,747,942.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70,607,089.59 170,065,171.68 0.32% 121,439,043.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4,662,882.84 155,903,551.89 -0.80% 108,105,843.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63,036,143.08 112,476,566.39 44.95% -44,396,950.9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2 0.84 -2.38% 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1 0.82 -1.22% 0.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11% 19.10% -2.99% 1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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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092,988.61 286,898,642.01 278,858,258.56 245,735,032.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1,526,052.10 63,909,835.75 43,085,251.54 32,085,950.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29,034,969.02 57,545,680.66 37,829,964.92 30,252,26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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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1,602,617.27 78,582,408.23 107,430,823.64 38,625,52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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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60 

年度报

告披露

日前一

个月末

普通股

股东总

数 

6,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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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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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中 境内自然人 18.26% 39,197,988.00 29,398,491.00   

上海前航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19% 36,900,000.00 0.00   

吴建明 境内自然人 7.77% 16,679,436.00 0.00   

朱芳 境内自然人 6.05% 12,991,452.00 9,743,589.00   

姜龙 境内自然人 5.00% 10,733,753.00 0.00   

汤建军 境内自然人 3.33% 7,147,346.00 0.0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诺安先锋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2.94% 6,318,403.00 0.00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兴

全趋势投资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97% 4,232,109.00 0.0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盈鑫

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55% 3,331,242.00 0.00   

安科瑞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

第四期员工持

股计划 

其他 1.48% 3,172,600.00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周中持有前航投资 385 万元股权，出资比例 62.60%。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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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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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董事长（签署）： 周中 

                                                     安科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17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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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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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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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重要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