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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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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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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母公司）2018 年度实现净利润 96,665,603.53

元，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154,302,688.86 元。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公司拟以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股利 1.00 元（含税）。共分配利润 42,596,010.00 元（含税），占 2018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15,508,041.01 元的 36.88%。2018 年度盈余公积金和资本公积金不转增股本。本次利润分配

预案尚须提请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威派格 603956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浩丞 杨瑞 

办公地址 上海市嘉定区恒定路1号 上海市嘉定区恒定路1号 

电话 021-69080885 021-69080885 

电子信箱 wanghaocheng@shwpg.com wanghaocheng@shwpg.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从事二次供水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同时公司逐步开展二次供

水智慧管理平台系统的研发、搭建和运维，为二次供水设备的集中化管理提供支持。 

（二）经营模式 



1、销售模式 

针对二次供水设备下游需求区域性、分散性的特点，目前公司采取以“直销为主、经销为辅”

的销售方式，其中直销模式包括了直接销售和居间代理两种类型。公司在发展初期，缺乏全国性

品牌知名度，因此直销渠道建设成为发展的第一步。通过全国性直销渠道布局的方式，进行广泛

的品牌宣传、产品推广、市场开拓以及全国性售后服务体系建设，公司逐步发展成为在本行业内

具有较高品牌知名度的全国性厂商。随着公司在行业内品牌知名度的提升、市场影响力的上升，

公司在直销模式下拓展了居间代理方式，并发展经销商渠道，进一步提高地区销售能力和扩大产

品覆盖区域。 

2、生产模式 

公司采用“基础部件备货生产”与“订单驱动生产集成”相结合的生产模式，该模式既可以保证

供货速度，又灵活满足二次供水设备的定制化配置需求，符合二次供水行业特点。公司的产品主

要由机械设备和电气化控制设备两部分组成：（1）对于机械设备部分，针对常用规格的基础部件，

按月度排定生产计划，进行适当备货生产。成品生产时，再按照产品技术方案，领用基础部件和

其他配件，进行生产集成。（2）对于电气化控制设备部分，针对控制柜基础配置，按月度排定生

产计划，进行适当备货组装。成品生产时，公司按照具体产品技术方案，集成相应配置模块，并

对控制系统中的中央处理器程序充程、测试等。 

3、采购模式 

公司根据生产部门制定的生产计划和客户订单情况实施“备货采购”和“订单驱动采购”相结合

的采购模式，在长期经营中，公司筛选并形成了一批较为稳定的供应商，保证原材料采购的质量

稳定性、供货及时性等。针对原材料采购需求，公司采购部门接到采购指令后，主要向长期合作

供应商下达采购订单并实施采购；对低值易耗品、设备等临时性采购需求，公司采购部门根据采

购需求寻找临时供应商，经评估后确认符合合格供应商要求，实施采购。 

（三）行业情况说明 

1、二次供水概述 

城镇供水系统从“源头到龙头”的主要环节包括水源、输水管网、净水厂、配水管网、二次供

水设施、入户管道与设备、自来水龙头。 



 

由图可见，除了直接通过城镇管网供水的情况外，二次供水系统是连接水源和用户水龙头之

间供水系统的“最后一公里”，是城镇供水系统中的重要环节之一。二次供水系统主要由泵房、二

次供水设备（含控制柜系统）、远程监控设备、管网等组成，可以起到水的储存和二次加压等功能，

在城镇输配水管网水压不足时，保证了终端用户用水的稳定性。 

2、行业需求情况 

二次供水设备是二次供水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公司主营的二次供水设备适用于楼宇二次供

水和区域二次供水，涵盖了变频、无负压两种二次供水方式，且自主研发了顺应智慧水务发展趋

势的智联二次供水设备，搭建了具有远程监控维护功能的二次供水智慧管理平台。公司致力于满

足全国各省市城镇区域内新建及改造二次供水系统的“方案设计-设备选型-生产集成-安装调试-设

备监控-维保服务-改造升级-优化运营”全生命周期产品及服务需求，市场需求受到城镇化发展、中

高层建筑数量及建筑密集度增加、政府及居民对二次供水意识提升、二次供水方式发展以及二次

供水运作模式规范等驱动因素的影响。有利于公司业务的行业情况因素包括：（1）城镇化的推进

带动二次供水设施建设持续发展；（2）中高层建筑数量和房屋建筑密集度增加促使二次供水设施

投资增加；（3）国内民众及政府对二次供水环节的水质安全日益关注，推动老旧二次供水设施改

造增加；（4）“统建统管”二次供水模式的推进，加快了老旧二次供水设施改造步伐，拓展了中高

端二次供水设施需求空间，催生了二次供水集中管理平台需求；（5）智慧二次供水方式的发展，

将推动普通二次供水设施持续升级发展。 

3、行业竞争情况 

目前，二次供水行业的市场参与者主要有三类：全国性二次供水设备厂商、地方性二次供水

设备厂商和以水泵为主兼营二次供水设备的厂商。由于二次供水设备的需求分布在全国各地，较

为零散，同时中小规模厂商，特别是地方性二次供水设备厂商在各地区市场中占据了一定市场空

间，使得行业整体还较为分散，市场集中度不高。 

随着民众和政府对环保、饮水安全的日益重视，二次供水设施“统建统管”的加快覆盖，智慧

供水的推广普及，二次供水行业的设备标准将进一步提高、行业监管将趋于严格、行业需求将更

加综合性。在这种发展趋势下，业内不符合行业标准、质量技术不过关、靠区域性低价竞争的企

二次供水

设施 

水源 净水厂 用户 
输水 

管网 

配水 

管网   （集中式供水） 



业将面临竞争淘汰，市场集中度有望进一步提升。与此同时，伴随着二次供水设施“统建统管”和

智慧化运行的推进，领先的二次供水厂商也在不断完善提升产品和服务能力，完善销售渠道，探

索并创新盈利模式，构建竞争壁垒。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1,061,305,539.53 1,006,700,135.25 5.42 875,303,730.25 

营业收入 651,769,494.68 593,188,350.27 9.88 524,351,656.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15,508,041.01 108,913,173.61 6.06 106,346,386.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08,027,235.23 105,701,150.08 2.20 104,180,442.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839,264,605.00 724,208,213.43 15.89 619,696,918.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2,209,699.62 50,512,252.23 23.16 87,419,417.94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0 0.28 7.14 0.3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0 0.28 7.14 0.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4.78 16.20 减少1.42个百分点 27.61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64,829,127.48 190,295,883.67 172,854,423.66 223,790,059.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7,297,563.01 56,953,883.15 36,748,000.28 49,103,720.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26,655,390.08 52,376,010.41 35,754,011.50 46,552,603.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1,831,257.26 18,771,019.91 27,472,937.74 77,796,999.23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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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3,84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

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李纪玺 0 24,857.7 64.84% 24,857.7 无   境内自然人 

上海威淼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0 3,105 8.10% 3,105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孙海玲 0 2,587.5 6.75% 2,587.5 无   境内自然人 

上海金浦新兴产业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0 966 2.52% 966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平潭王狮盈科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0 960 2.50% 96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宁波丰北汇泰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0 959.7 2.50% 959.7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王学峰 0 690 1.80% 690 无   境内自然人 

李书坤 0 690 1.80% 690 无   境内自然人 

上海威罡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0 690 1.80% 69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平潭盈科盛隆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0 636.8 1.66% 636.8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平潭盈科盛通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0 636.8 1.66% 636.8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平潭盈科盛达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0 636.8 1.66% 636.8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李纪玺与孙海玲系夫妻关系，为一致行动人；李书坤系李纪

玺之父，上海威淼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上海威罡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李纪玺控制的企业。 

2、平潭王狮盈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平潭盈科盛

隆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平潭盈科盛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及平潭盈科盛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均为

盈科创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控制下的企业，系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8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51,769,494.68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88%；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净利润 115,508,041.01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6.06%。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1,061,305,539.53 元，同比增长 5.4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839,264,605.00 元，同比增长

15.89%。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修订并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

通知》（财会〔2018〕15 号）相关规定，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

通知要求编制财务报表。本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

2017 年度财务报表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单位：元 

原列报报表项目与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与金额 

应收票据 9,737,681.50 
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 295,506,222.40 

应收账款 285,768,540.90 

其他应收款 18,372,324.33 其他应收款 18,372,324.33 

应付账款 39,745,472.39 应付账款及应付票据 39,745,472.39 

应付利息 117,654.71 
其他应付款 37,416,962.55 

其他应付款 37,299,307.84 

管理费用 123,960,705.41 

管理费用 88,875,585.04 

研发费用 35,085,120.37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10,735,299.0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10,735,299.00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22 户，本年度合并范围比上年度

增加 1 户，减少 2 户。目前合并报表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子公司名称 主要经营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持股比例(%) 

取得方式 
直接 间接 

北京威派格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北京市 北京市 

研发、生

产、销售 
100.00  

同一控制合

并 



杭州威派格机电设备有

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 销售 100.00  

同一控制合

并 

南京维派革机电设备有

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 江苏省南京市 销售 100.00  

同一控制合

并 

湖北威派格机电设备有

限公司 
湖北省武汉市 湖北省武汉市 销售 100.00  

同一控制合

并 

广州威派格机械设备有

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 广东省广州市 销售 100.00  

同一控制合

并 

长沙威派格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湖南省长沙市 湖南省长沙市 销售 100.00  设立 

成都威派格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四川省成都市 四川省成都市 销售 100.00  设立 

南宁沃德国基机电设备

有限公司 
广西南宁市 广西南宁市 销售 100.00  设立 

宁波高新区威派革机械

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省宁波市 浙江省宁波市 销售 100.00  设立 

济南威派格经贸有限公

司 
山东省济南市 山东省济南市 销售 100.00  

同一控制合

并 

青岛威派格机电设备有

限公司 
山东省青岛市 山东省青岛市 销售 100.00  

同一控制合

并 

呼和浩特市威派格科技

有限公司 

内蒙呼和浩特

市 

内蒙呼和浩特

市 
销售 100.00  

同一控制合

并 

新疆威派格机电设备有

限公司 

新疆乌鲁木齐

市 

新疆乌鲁木齐

市 
销售 100.00  

同一控制合

并 

沈阳威派格机电设备有

限公司 
辽宁省沈阳市 辽宁省沈阳市 销售 100.00  

同一控制合

并 

沈阳威派格给排水设备

有限公司 
辽宁省沈阳市 辽宁省沈阳市 销售  100.00 

同一控制合

并 

沈阳威派格水务科技有

限公司 
辽宁省沈阳市 辽宁省沈阳市 销售  70.00 

同一控制合

并 

太原威派格科技有限公

司 
山西省太原市 山西省太原市 销售 100.00  

同一控制合

并 

天津威派格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天津市 天津市 销售 100.00  设立 

乌鲁木齐威派格机械设

备有限公司 

新疆乌鲁木齐

市 

新疆乌鲁木齐

市 
销售 100.00  设立 

西安威派格机电设备有

限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 陕西省西安市 销售 100.00  

同一控制合

并 

沃德富泵业（无锡）有

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 江苏省无锡市 

研发、生

产、销售 
70.00  

非同一控制

合并 

上海威派格自动化技术

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市 

研发、生

产、销售 
85.00  设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