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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100 证券简称：威胜信息

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8 月投资者交流会纪要

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8 月以现场参观、电话

会形式参与了湖南省证监局“股东来了”企业走访活动与中金、天风证券、国盛

证券、招商证券投资者交流会，具体情况如下：

一、 参会人员

公司参会人员：总裁李鸿、副总裁李先怀、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钟喜玉、

海外事业部总经理张振华、总工肖林松

机构参会人员：湘财证券、中金公司、天风证券、国盛证券、东海证券、财

通证券、东北证券、招商证券、ICBCI Investment Management、中银基金、富

国基金、长城财富、广州金控资产、锦绣中和、广发基金、竣弘投资、聚劲投资、

基石资产、长昇投资、天时开元基金、银河金汇证、博普科技、源乘投资、齐家

(上海)资产、华安财保、上银基金、上海甄投、泰康资产、Matthews Asia、工

银瑞信、天安人寿、誉华资产、深圳前海珞珈方圆、深圳前海皇庭资本、中国平

安、中国太平、睿远基金、上海申九、中海基金、交银施罗德、招商基金、申万

菱信基金、中欧基金、中融基金、顶天投资、信诚基金、中银基金、钜米资本、

致顺投资、正圆投资、浙商基金、张致远、太平资产、尚峰投资、中欧瑞博、安

信基金、浙商基金、红筹投资、展博投资、鑫元基金、仁桥资产、青鼎资产、忠

诚志业

二、 投资者交流会内容概要

（一）投资者问答概要

Q：2020 年上半年公司业绩表现如何？

A：2020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72亿元，同比2019年上半年收入6.14

亿元增加 5,823 万元，增长 9.49%；归母净利润为 1.369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20.53%；扣非后归母利润为 1.302 亿元，同比增长 21.71%。

2020 年上半年业绩实现同比增长，主要受益于网络层 2020 年上半年实现收

入 4.77 亿元，同比 2019 年上半年收入 3.4 亿元增加 1.36 亿元，增长 3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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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通信模块实现收入 2.06 亿元，同比增加 1.02 亿元，增长 97.77%，通信网

关实现收入 2.71 亿元，同比增加 3,388 万元，增长 14.31%。

收入产品结构方面，公司感知层产品实现营业收入 16,125.2 万元，占营业

收入的 24.1%；网络层产品营业收入 47,715.1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 71.4%；应用

层营业收入 2,974.5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 4.5%；其中，网络层产品中通信模块

实现营收 20,647.9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 30.9%，通信网关实现营收 27,067.2 万

元，占营业收入的 40.5%。

下半年业绩增长来源中，六月底订单结余 14 亿，同比增长 36%。其中国内

订单 12 亿，海外订单 2亿。

Q：从公司接下来的增长的趋势来说，哪几块业务是增长引擎？公司未来的增长

速度是怎么样的趋势？

A：从目前布局情况来看，基于电网的数字化配电网改造需求，主要业务集

中在电力物联网，预计未来 3-5 年电网改造需求持续放量。第二随着通信和数字

化物联网设备布局，以及深化应用的落地，提升电网特别是配电网的运行效率，

降低线损、提升运维自动化管理、减少停电时间，将会有持续时间较长市场放量

机会。目前公司着重在这方面打造公司的优势。

另外智慧城市方面我们正在构建整体的一体化方案，面向电力以外的市场，

面向国际市场，公司也进行了布局。包括智慧消防、智慧水务、城市照明等领域，

也希望能获得更多的机会。

国际市场，主要是面向于一带一路的国家，在非洲、南亚、东南亚、南美，

我们都有布局，海外业务也正处于比较快的上升阶段期。

Q：公司在手订单的情况及具体构成？

A：截止 6月 30 日在手订单 14.06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36%。其中：电网

业务在手订单 7.26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32%；非电业务在手订单 6.80 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 39%。

国内业务截止 6 月 30 日在手订单 12.02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28%；国际

业务截止 6月 30 日在手订单 2.05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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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电力物联网及智慧城市物联网新的机遇及新的延伸？

A：公司聚焦智能电网和智慧城市两大领域。智能电网其实也是城市的公共

事业的一个部分。从增速来看，智慧城市应大于智能电网。因为它的空间更大，

而且它的横向拓展空间和纵向延伸的机会更多。

新基建机会下，电网投资的最大的区别是结构和投资方向。在过去十年里，

中国电网主要是投资的网架就是特高压，2018 年开始，投资结构发生比较大的

变化，威胜信息面向的电网投资是电力物联网，投资结构的变化，给威胜信息带

来“智慧+”的空间。

对于配用电建设的重要方式是通过建设电力物联网实现配用电环节的数字

化、智能化改造，智能化的本质是效率和效益的最大化体验。

同时我们面向智慧城市物联网领域，如水务、燃气、消防等，这些领域会随

着 5G 和 NB-IOT 的商用带来现有设备的升级换代。同时电网所目前的投资覆盖度

和建节奏将来也会带动其他领域的发展。

NB-IoT 技术给智慧水务带来较好的快速成长机会，同时由于水务相对较为分

散，智慧水务在城镇供水之外新增农村供水及老旧小区改造的广泛机会；

同时公司在传统领域获得新的增值服务，我们通过电网给企业和服务部门提

供保电增值服务，通过智慧水务监测和水量管控，可以给小区和城市带来安全和

用户监测管控，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蓝海空间。

“新基建”的出现必然给智慧消防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催生智慧消防发展

新风口，预计此市场有万亿级的市场需求。在消防的领域，目前从城市级、到园

区级、到企业及到家庭，我们全部已经完成了从产品到解决方案的布局。

总体来说，在国内市场，国家推出的“新基建”，在信息流、能量流、物流

方面的投资实质都是通过“智慧+”的应用，我们将着力做好产品和解决方案以

迎接新的市场机会。

对海外电网而言，聚焦的一带一路国家人口是中国人口的 2倍，技术比中国

落后 10-15 年，电网建设属于基础设施刚性投资，将进行智能电网的投资和改造，

这是我们面临的新的高速增长的机会。

Q：公司在通信业务的预期及未来布局考虑

A：国网营销口总体电力计量约 6.5 亿只（国网 4.5 亿，南网 1 亿，其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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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总金额约 350 亿。随器计量约 2亿只，金额 100 亿元，已安装约 2.5 亿，

剩余市场还有 300 亿，轮换市场每年约 20 亿。该市场是宽带的替代市场，预测

年轮换在 8000 万个左右，金额每年 40 亿。设备口智能配电网改造，预测每年

50 万台区，约 4000 万监测节点，金额在 30 亿。

国网低压用户数量为 4.5 亿户，自 2018 年开始启动 HPLC 招标工作，至 2020

年初尚有 2.66 亿只模块未进行招标，按 0.8 亿只/年－0.9 亿只/年的招标量预

计，将在 3 年内（即 2020-2022）完成首轮 HPLC 全覆盖工作。随着国网深化应

用政策的演进，接下来的 3年(2023-2025)将进入升级替换、新增用户和增补阶

段，年招标数量将略有减少。此市场总体预计有 2.1 亿只 HPLC 模块的需求，金

额为 107 亿元，因国网的政策性垄断，招标被直接指定，故珠海中慧按市场占有

率 3.9%进行争取，金额为 4.2 亿元。

南网的低压用户数量为 0.95 亿户，年均电表和采集设备招标量 550 万台。

自 2019 年开始进行宽带模块招标或在电能表等设备的招标中配置宽带模块。预

计 5 年内其 80%的用户和采集设备将使用宽带模块，且其中的 80%为宽带，20%

为双模模块，此市场总体预计有 6077 万只宽带模块的需求，金额为 30 亿元，中

慧按市场占有率 12.5%进行争取，金额为 3.8 亿元。

地方电力总体低压用户数量约为 0.5 亿户，目前处于低压集抄全覆盖建设阶

段，参照以往地方电力的建设速度和资金成本因素，预计在 2025 年完成 70%低

压用户 HPLC 的全面轮换及相关深化应用，即 0.35 亿户，市场总体金额在 17.5

亿元水平。目前中慧方案 HPLC 已经进入陕西地电、四川水投、广西水利等大地

方电力，同时在开展内蒙地电以及郴电国际等的入围工作。

非电业务版块方面，随着近年来智能化领域的热点持续增强，中慧在智能化

领域完成了从芯片到产品，从单品到整体解决方案，从单一通信模式到融合通信

平台的研发工作，推出智慧路灯、集抄转换器等产品。由于智能化领域是新的市

场，市场开拓困难较大，将逐步形成规模销售，预计 HPLC 和双模各占销售量的

一半，中慧争取金额为 1.19 亿元。

Q：作为解决物联网终端通信的主要工具，通信模块的通信方式发展趋势？

A：电力物联网目前采取远程通信与本地通信结合的方式来满足数据采集监

控等需求，实现成本、效率与质量的平衡。从未来来看，这两种方式都在引进，

且一直在进步提升，在可预见范围内，远程+本地通信相结合是最佳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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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芯片及模块是否有进一步的应用延伸？

A：HPLC 方面，威胜信息在 2020 年完成新品迭代，给芯片的性能和适用场景，

具有更好的操控性、抗干扰能力更强，较上一代提升 10 倍。

应用场景：面向于每一个电表与网关的通信模块，及对应 10 亿个节点的通

信监测模块的机会，HPLC 从电网的通信应用方面来说也在迭代，目前主要已经

开始在布局省份推双模。

Q：2019 年及 2020 年上半年通信模块高速增长的原因，和未来展望？

A：通信模块的增长主要是电网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电网公司过去强调配用，如何分配到所有用户手中，现在强调高效率管理利

用，如何高效地对多节点产生数据传输的作用，所以公司的通信技术能够实现数

据传输速度快，效率高，能够支撑电网的转型。

今年是这个技术推广的第二年，技术市场覆盖率不高，所以今年增幅较大。

主要是 HPLC 增幅最快，公司在参与很多标准的制定，未来演进的路线都是在推

进 HPLC 发展迭代的。

未来 HPLC 应用空间上，第一，能够更加稳定可靠，比如楼道里停电的时候，

这个技术能够监控停电范围是户、楼还是小区，后续的运维和抢修就更加清楚方

便。第二，能够减少电力损耗，能够监测出并减少不必要的电力损耗。第三，2C

端，能让老百姓停电时间变短，节约电费。

芯片主要在感知和通信两方面。规划方面，第一步，HPLC 等跟着电网技术

标准继续演进，第二步擅长的感知方面的芯片。成熟度高了后，会在安装体积小、

功耗低、节点多的场景。

Q：疫情对公司的影响，有没有影响到订单量呢？

A：年初疫情发生后，公司马上启动了复工前的一系列准备，在 2月 10 日，

我们开始陆续复工，到 2月中旬，公司已全员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经营。

2020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净利润、营收双增长。实现营业收入 67,162.7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9.4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693.71 万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0.53%；上半年公司的网络层的通信模块产品实现较好增

长，创收 2.06 亿元，去年为 1.04 亿元，同比实现 97.77%的增长。

从整体来看，生产经营并未收到疫情影响，反而看到疫情给物联网加速发展

的形式，国内投资特别是电网、水务、消防以及新基建的推进，对于我们物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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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来说提供了更好的机遇，从市场角度来看，我们判断在中国公共设施的领域，

特别是电网和水务以及消防等智能化的投入计划相对较为严格，会带来新的机遇。

从供应链角度，我们也做了预案，在公司新品方案和老产品的迭代中，进行了国

产元器件的替代，力争将在供应链影响控制到最小，甚至忽略不计。

疫情对现金流造成了一定影响，受疫情影响公司人员进客户办公场所受到限

制，从而影响验收手续办理，回款有一定延期，但是基本都是优质客户。目前公

司存量资金充沛，资金链安全。

Q：公司智慧水务的进展及未来布局？

A：智慧水务市场随着 NB-LoT 商用和 5G 商用结合，带来了智慧水务，包括

了水利和水务两大板块的信息化投入。体现在防洪防灾、水厂智能化监控和自动

化的管理，以及自动收费和抄表上。全国 600 多个城市，2000 多个县至少有 50%

以上现在都在全面推行。此外公司在水务方面的布局，从系统到物联网的水表，

到整个大水监控，已经布局全了整体的解决方案。在一些省会城市，特别是比较

发达的省会城市，我们已经全面的入围。

公司自产大口径、小口水表多年，有完整的系列产品，有专业系统平台开发

团队，可提供整套自产解决方案。可实现从取水泵站、自来水厂、管网、小区、

工厂，同时形成全面监控。能有效降低漏损率，提高水务企业盈利能力。目前已

批量进入的城市 45 个，积累客户 176 家。

借助国家老旧小区改造对智能水表改造的大力支持，继去年入围太原、兰州、

乌鲁木齐、泸州等水司后，期内又成功入围杭州、济南、昌吉、恩施、常德地级

市自来水公司，其中公司新推出无磁物联网水表中标杭州项目，进一步扩大了公

司的客户规模。

2020 年上半年，威铭能源获得五星级全国商品售后服务达标认证证书，华为

技术认证证书，全国智能水表行业质量领先品牌，全国百佳质量诚信标杆企业等

荣誉。

在下半年，智慧水务这块，我们又拿下一个省会级城市广州，中标广州市自

来水公司 1547 万元的智慧水务项目；同时在海外埃及客户 ISK 拿下 281.37 万美

元（折合人民币约 1,980 万元）智慧水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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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公司在智慧消防业务的进展与未来布局？

A：智慧消防技术力量正来源于“新基建”所提出的信息基础以及融合基础

设施建设，因此“新基建”的出现必然给智慧消防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催生智

慧消防发展新风口，预计此市场有万亿级的市场需求。在消防的领域，目前从城

市级、到园区级、到企业及到家庭，我们全部已经完成了从产品到解决方案的布

局。

目前，智慧消防产品已在长沙高新区试行推广，第一期接入企业 50 多家，

整个高新区有 3000 多家企业，而全国现有各类园区 53132 个。

同时我们了解到农业银行总行规定全国的农业银行均需上智慧消防系统，中

国大陆现有 383 家银行（不含外资银行、合资银行），仅邮储银行就拥有近 4 万

个营业网点,推测后续会有很大的市场机会。

面向智慧消防的民用品市场，我们今年新推出充电宝业务，分别具备安全用

电保障：电气安全异常告警，用电安全状态指示，用电安全自动保护与告警信息

实时推送；经济用电分析：户内分支线路用电能耗监测，发现高耗电设备，指导

用户经济用电、绿色用电；便捷用电助手：远程遥控线路开关，用电随手掌握。

这块市场的想象空间很大。

Q：公司近期签约了南网“数字电网关键技术”创新联合体，主要涉及哪些领域

和产品？对业务有什么积极影响？

A：公司近期与南方电网数字电网研究院有限公司签约了“数字电网关键技

术”创新联合体，其目的是联合多个知名高等院校、电力公司等科研单位共同组

建创新研究团队，共同申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智能电网技术与装备”重点专

项，承担“数字电网关键技术”研究。

联合体主要涉及的领域和产品：联合体将致力于数字电网专用芯片、数字电

网边缘计算平台、数字电网人工智能技术以及中低压多业务协同装置等领域的关

键技术研究及产品开发，推动数字电网关键技术发展和进步，抢占科技领域制高

点，推进数字电网产业发展。

对公司业务的积极影响：威胜信息在项目中承担了数字电网专用芯片验证、

数字电网边缘计算平台构建、中低压多业务协同装置设计开发和数字电网人工智

能关键技术研究等任务，并以此打造数字电网底层生态。通过参与该项目，威胜

信息将涉足数字电网创新建设的最前沿技术，掌握数字电网未来发展动向，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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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未来的技术研发规划、产品开发布局和市场长远战略都将产生积极影响。同

时，参与国家级重大专项是展现公司技术实力的最好舞台，极大提高公司行业影

响力。

Q：公司上半年现金流变化的原因及后续如何看？

A：2020 年上半年经营性现金流净额为-1,067 万元，表现弱于去年同期，

主要支付购买商品支付货款较同期增长较大所致。

具体来看，上半年销售回款受疫情影响，回款 5.11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

长为 3.86%，一定程度还是受了疫情影响，预计下半年会好转。

上半年支付采购货款同比大幅增加，主要是三个方面因素影响，首先今年

上半年采购额比去年同期增长，其次是去年存货备库较多，相应采购款需在今

年支付，最后是疫情期间，加快了给一些合作供应商的付款，以支持供应商渡

过疫情，使得收支上半年暂时未实现平衡，出现经营现金流下降的情况。

从上半年运营效率来看，公司应收账款周转效率同比优化， 存货周转效率

与年基本持平，总体还是健康的。同时国家 7 月份出台《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

付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28 号）正式发布，自 2020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该条例要求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不允许迟延支付中小企业款

项，且不允许使用商业承兑汇票，相应为我们后续货款回笼提供保障。

Q：上半年人员变化和研发情况？

A：总体人员比年初增加，人员投入主要侧重在研发和销售上的人员。研发

方面，公司加大了智慧城市物联网和通信芯片业务的投放。销售方面，主要侧

重在智慧城市、智慧消防的销售人员。6 月底总人数 720 人。

研发方面，上半年研发投入 5219 万，同比增长 17%，占总营收 7.77%。专

利 615 件，发明专利 75 件。研发人员 347 人，占公司总人数 48%。配电网等技

术荣获湖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公司在电力物联网上，有大量应用经验能够拓

展到城市物联网。

Q：公司上半年海外的订单交付是否会有问题？

A：公司已公告的海外订单项目周期有三年，得益于前期打下的良好基础，

接下来还会不断取得新的订单。从上半年海外来看，虽然大部分受到疫情影响，

但是从整体面向的行业来说，电水属于基础设施，刚需行业受疫情影响较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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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更需要替代人的智能服务。

从订单获取而言，虽然部分标有延期，但是整体影响较小，海外订单有序进

行，公司新获取多项认证有助于推广海外市场，同时已准备好多项投标项目。

上半年公司海外已新签合同 1.69 亿元，截止 6 月 30 日海外在手订单 2.05

亿元，同比增长 1倍。

Q：中报网络层增速较快，是来源于哪类业务的增长？现在有行业的格局？电网

公司对升级换代节奏怎样？

A：上半年网络层的增长主要受益于通信模块的增长。上半年通信模块实现

收入 2.06 亿元，比 2019 年上半年同期增长 97.77%。从未来看，因为电网的改

造还在持续进行，特别是从今年开始南网和地方电力都在相继启动电网智能化、

数字化转型升级，受益于这块，未来应该有一个比较良好的预期。

具体来说，电网公司智能化改造的需求，需要通过高速通信将原来部分需要

监测的数据实时进行有效管理，这部分需要更换模块，整个中国的市场大概有将

近 7亿户计量模块需要更新更换。随着智能化的需求，相关配电网的监测节点大

概会超过 10 个亿以上，均需要通信模块走网，数量非常大。站在业务和市场的

角度来看，未来预期较好。

随着电力接入设备的增加，深化应用复杂要求的增加，目前趋势是将模块发

展成由电力线载波加无线通信的双模或者多模走网方式。多模的发展，又是升级

换代的机会点。

Q: IOT（物联网）平台与阿里云合作的进展情况？

A：公司已与阿里云 IoT（物联网）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获得了阿里云

IoT“战略级阿里云 IoT 系统集成商”称号。公司和阿里的战略合作主要集中在

产品相互集成、市场共同开拓和生态链共享三个方面。公司将继续紧密围绕物联

网框架进行业务布局，整合阿里云的 AI 能力向云端应用进行扩展，从而为加速

发展的电力物联网提供专业的技术、产品及服务；在智慧城市领域，公司将构建

智慧市政、智慧园区、智慧安防、智慧水务等重点行业的垂直应用能力，与阿里

云 IoT 的平台能力相融合，共同打造城市级智慧大脑。产品相互集成有利于充分

发挥各自的技术优势，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整体解决方案，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

力。目前公司已与阿里云合作开展高新区智慧消防项目和智慧园区项目，其中智

慧园区示范项目入选湖南省工信厅公布的 2020 年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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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单。

Q：应收账款存量规模较大，目前的整体情况如何，比如对应的主要主体、回款

期情况等？

A：2019 年末应收账款净额 66876.98 万元，占同期总资产的比例 27.33%。

应收账款金额的大小与公司所处的行业有关。公司的应收账款债务方主要为资信

良好、实力雄厚的电力公司、水务公司等，应收账款有较好的回收保障，同时上

述客户会留取收入比例的 5%-30%作为质保金。公司已按照会计准则的要求建立

了稳健的坏账准备计提政策，重视到期应收账款催收工作。

从应收的结构来看的话，我们在两年以内的应收账款净额占到应收账款总额

的 95%，；从应收账款周转效率来看，2019 年公司应收账款周转次数为 1.9 次/

年；同时公司 19 年应收账款的余额占当年销售收入的占比不到 54%。综上，公

司的应收账款质量总体是健康的。


	Q：2020年上半年公司业绩表现如何？ 
	Q：从公司接下来的增长的趋势来说，哪几块业务是增长引擎？公司未来的增长速度是怎么样的趋势？
	Q：公司在手订单的情况及具体构成？ 
	Q：电力物联网及智慧城市物联网新的机遇及新的延伸？
	Q：公司在通信业务的预期及未来布局考虑
	Q：作为解决物联网终端通信的主要工具，通信模块的通信方式发展趋势？
	Q：芯片及模块是否有进一步的应用延伸？
	Q：2019年及2020年上半年通信模块高速增长的原因，和未来展望？
	Q：疫情对公司的影响，有没有影响到订单量呢？
	Q：公司智慧水务的进展及未来布局？
	Q：公司在智慧消防业务的进展与未来布局？
	Q：公司近期签约了南网“数字电网关键技术”创新联合体，主要涉及哪些领域和产品？对业务有什么积极影响？
	Q：公司上半年现金流变化的原因及后续如何看？
	Q：上半年人员变化和研发情况？
	Q：公司上半年海外的订单交付是否会有问题？ 
	Q：中报网络层增速较快，是来源于哪类业务的增长？现在有行业的格局？电网公司对升级换代节奏怎样？
	Q: IOT（物联网）平台与阿里云合作的进展情况？
	Q：应收账款存量规模较大，目前的整体情况如何，比如对应的主要主体、回款期情况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