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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99         证券简称：精准信息         公告编号：2022-013 

 

尤洛卡精准信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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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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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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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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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准信息 股票代码 30009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尤洛卡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曹洪伟 李文静 

办公地址 
山东省泰安市高新区凤祥路以西规划支路

以北 

山东省泰安市高新区凤祥路以西规划支路

以北 

传真 0538-8926202 0538-8926202 

电话 0538-8926155 0538-8926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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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箱 chw600157@163.com lwj300099@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要业务及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业务和产品涉及智慧矿山建设、国防军工及信息通信等方面，报告期内重点突出智慧矿山业

务，为煤矿的智能化开拓、采掘、运通及安全、环保等方面提供相应服务：包括矿山安全监控、监测业务、

智能辅助运输业务及矿山井下通信及其控制系统等,具体产品包括矿用智能单轨运输系统、煤矿顶板及冲击

地压安全监测系统、智能集成供液系统、矿用万兆环网系统、煤矿人员管理系统、矿用无线通信系统

（4G\5G）、智能手持式及车载式终端系列产品、各类智能管控电源系列产品等。国防军工业务主要是生产

列入军队武器装备序列产品中的导弹制导系统和精密光学系统，主要产品是手持式导弹制导系统（用于单

兵或兵组作战）和移动式导弹制导系统（用于装甲车导弹作战）。 

（2）行业变化情况 

报告期内，根据安全、环保的要求，为提高生产效率，解决招工难等问题，国家连续出台多项鼓励政

策支持智慧矿山的建设 ，加之有先进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的支撑，智慧矿山行业特别是智慧煤矿的发展

进入了高速发展期，产生了巨大市场需求。激烈动荡的国际形势倒逼国家必须大力发展国防军工，在经济

实力不断增长的基础上，我国正通过信息化、智慧化的手段向军事强国迈进，国防军工行业继续保持较高

的发展速度。 

（3）市场竞争及行业地位情况 

由于智慧煤矿是近两年才提出并发展的，且公司所从事的顶板监控监测等细分领域由于专业性较强，

有一定的竞争，但尚谈不上白热化。国防军工行业由于进入门槛高，有资质、列装等方面要求，目前在某

些专业领域或某型号产品方面，并未形成完全的市场竞争。智慧煤矿方面，公司专注从事矿山智能化监控

监测业务近 30 年，其中，煤矿顶板及冲击地压安全监测系统市场占有率名列前茅，产品已经做到运用先

进的传感技术和数字化技术，精准捕捉顶板及冲击地压动态信号，建设矿井微地震预警平台，构建顶板及

冲击地压安全保障系统，行业内声誉较高；矿用智能单轨运输系统 2012 年开始研发，2013 年第一台下线，

是国内最早将该类产品实现国产化替代的企业之一。目前已经开发多型号系列产品，不受地质条件影响，

实现多巷道贯通运输，极大提高了辅助运输的安全性和效率，实现点对点的无人智能运输。鉴于市场需求

量大，公司正计划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提高产能和进行电动化、无人化改造，从而进一步巩

固、提高市场地位。国防军工方面，公司全资子公司师凯科技系吉林省第一家纯民营军工企业，已经从事

军工业务近三十年。军工资质齐全，管理规范，列装军队产品质量成熟可靠，深受军方信任。主要生产制

造装甲车和陆军所用导弹的制导设备，是陆装产业相关产品的主要供应商之一，是军队常用某型号制导设

备的唯一供应商。另外，公司控股子公司富华宇祺从事矿山井下通信、轨交通信业务多年，是第一家为高

铁提供无线 WIFI 应用、为煤矿井下提供 5G 服务的企业，具有丰富的运营经验。目前正在与华为、中兴及

中国联通等科技巨头紧密合作，全力开展智慧矿山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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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通过公司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在股东、供应商、客户及其他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公

司的核心竞争力和行业市场地位继续得以巩固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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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2,229,707,047.67 2,037,972,066.50 9.41% 2,023,651,079.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05,441,504.89 1,774,754,739.67 7.36% 1,762,318,365.15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754,017,566.07 537,135,315.83 40.38% 471,866,245.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0,043,979.76 119,105,112.77 59.56% 64,087,356.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9,295,799.06 114,359,000.29 56.78% 57,268,762.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718,680.20 102,399,017.78 -80.74% 176,842,372.5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48 0.1783 59.73% 0.096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48 0.1783 59.73% 0.09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26% 6.77% 3.49%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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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675,198.70 93,008,122.90 212,950,526.99 270,383,717.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529,663.97 30,395,259.42 71,298,130.43 54,820,925.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2,314,969.30 28,638,917.60 68,689,611.80 49,652,300.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769,551.34 -3,509,424.22 5,677,608.38 -8,219,05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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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926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42,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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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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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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晶华 境内自然人 30.53% 203,760,613 152,820,610   

李巍屹 境内自然人 5.00% 33,366,700    

闫相宏 境内自然人 3.18% 21,200,000    

李新安 境内自然人 1.62% 10,801,087    

李巍岩 境内自然人 1.44% 9,609,913    

张俊 境内自然人 1.15% 7,647,016  质押 7,200,000 

王敬芝 境内自然人 1.01% 6,725,396    

王上源 境内自然人 0.75% 5,000,000    

王静 境内自然人 0.55% 3,686,040    

JPMORGAN 

CHASE 

BANK,NATIO

NAL 
ASSOCIATION 

境外法人 0.55% 3,636,99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股东闫相宏与股东王静是夫妻关系； 

2、股东李新安是股东王晶华的丈夫的妹夫； 

3、股东王敬芝与股东李巍屹、股东李巍岩为母子关系，股东李巍屹与股东李巍岩为兄弟关系； 

4、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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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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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事项 

无 

 

 

尤洛卡精准信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自伟 

2022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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