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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民智通（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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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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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民智通 股票代码 002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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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朗天 黄茜莹、王昭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侨香路恒邦置地大厦 26 层 山东省龙口市龙口经济开发区 

传真 0535-8886708 0535-8886708 

电话 0535-8882355 0535-8882355 

电子信箱 ir@fengqi-kg.com wz@xingmin.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具体情况如下： 

1、钢制车轮业务 

作为国内首家钢制车轮上市企业，公司专注从事汽车钢制车轮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乘用车仿铝车轮、乘

用车车轮、新能源汽车车轮、商用车无内胎轻量化车轮、轻卡无内胎车轮、轻卡型钢车轮、商用车型钢车轮、农林机械车轮

等八大系列1,000多个品种，主要为汽车制造商提供配套产品和为汽车维修售后市场供货。公司的采购模式是由采购部门按

ISO/TS16949的要求和采购流程筛选出合格供应商后，公司与其签订年度采购合同，具体采购价格随市场行情而变动；生产

模式采用“订单式”模式，即先与客户签订框架合同，按月下单，然后根据订单制定生产计划，组织生产；销售模式主要包括

直接为整车制造商配套和经销商方式销售。 

2、车载信息系统及服务 

公司作为国内车用无线及集成产品的领先企业之一，定位于高准确度的数据采集产品及专业的数据采集、分析、管理软

件，同时为大规模车辆信息化系统建设以及集成测试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其主要产品可以分为车联网硬件产品、数据及应

用平台、车辆固件远程升级系统和数据运营服务，具体情况如下： 

车联网硬件产品T-Box（又称TCU，车联网控制单元），是安装在汽车上用于实现车辆与外界通信的车载终端。新一代

的硬件产品主要由移动通信单元（4G/5G）、C-V2X通信单元、GNSS高精度定位模块、微处理器、车内总线控制器、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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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等部分组成。除了满足传统的车联网应用要求外，T-Box逐渐向网联化控制器方向发展，实现车-云平台、车-车、车-道路

设施等各个交通参与方的实时通信，是车辆实现智能网联和政府实现智能交通的关键组成部分。  

数据及应用平台，是车联网的后台软件系统，主要由inCOM基础数据平台和应用系统平台两部分组成。英泰斯特的车

联网后台软件系统从业务上主要分为车企平台和政府平台两个产品方向。车企平台主要实现新能源汽车远程监控（法规要

求）、研发数据积累、故障诊断、远程控制、售后服务信息化、道路试验测试、大数据分析等价值。政府平台主要实现安全

监管、行业引导、行业服务及宏观政策数据采集与分析等目的。英泰斯特利用10多年的行业积累和智能网联方向的前瞻性技

术优势，在车企企业平台及地方政府平台两个业务方向上均取得了行业领先的市场占有率。 

车辆固件远程升级系统（简称FOTA），是对车辆上的各电子控制器、车机、仪表进行远程升级和管理的系统。主要用

于为车辆推送和升级新功能和新特性，提高车主的用车体验。同时，FOTA系统也有利于提高车企研发迭代升级的效率。FOTA

系统成为了车企进行车辆信息化建设的刚性需求。 

数据运营服务是指为政府、主机厂、车队等客户提供的车辆数据存储与分析服务，接受客户委托，基于inCOM基础数

据平台、Dataview数据分析软件、DataRouter数据转发路由系统等软件技术，为客户提供数据维护/管理、数据挖掘、国家及

地方平台对接、行业分析研究、大数据课题研究等数据运营服务。 

3、车联网运营服务 

九五智驾主要从事车联网运营服务。依托十余年的服务运营经验、领先的技术优势及良好的市场口碑，已成为国内领先

的车联网服务运营商与解决方案提供商。目前其主要业务情况如下： 

（1）联络中心（TSP）服务 

联络中心（TSP）服务是指汽车厂商向九五智驾采购TSP服务并将其搭载在出厂的车辆中供终端车主使用，促进车主更

为安全、高效、便捷的驾驶汽车。其运行主要由三部分协同实现，流程如下：九五智驾为客户搭建个性化的业务平台（数据

/业务平台）。依托该平台，客户有需求时，可使用搭载在车上的车载终端，通过全景联络平台提供的各种通讯模式如电话、

短信、微信等，及时、准确的与呼叫中心坐席人员进行联系，坐席人员根据收到的信息为客户提供相应的服务，如紧急救援、

远程控制、语音导航等。 

（2）解决方案业务 

解决方案业务为定制化服务，公司根据汽车厂商提供的具体技术要求，研发、设计个性化的车联网解决方案。主要客户

为汽车厂商，同时也为汽车租赁公司、汽车救援机构等相关汽车服务商提供车联网软件系统的定制化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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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4,007,190.93 4,292,519,140.00 -23.49% 4,846,182,385.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10,326,395.17 2,458,450,896.61 -22.30% 2,816,358,272.24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1,418,483,588.00 1,465,176,759.79 -3.19% 1,832,114,194.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47,542,880.00 -354,766,187.45 -54.34% 11,990,982.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62,652,514.79 -349,716,308.59 -60.89% -32,109,272.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4,988,580.71 93,587,461.76 22.87% 69,467,388.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823 -0.57 -54.79% 0.0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823 -0.57 -54.79% 0.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07% -14.84% -10.23%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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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071,441.84 402,173,764.48 357,734,726.52 236,503,655.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09,429.22 -17,446,943.97 -35,584,260.07 -498,221,1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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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762,638.89 -5,297,563.48 -48,743,596.56 -496,848,715.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7,347,497.80 7,574,670.39 317,322,981.80 -122,561,57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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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5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5,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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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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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盛邦创恒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67% 115,848,000 0 

质押 52,000,000 

冻结 83,848,000 

青岛创疆环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45% 40,000,000 0 

质押 40,000,000 

冻结 13,000,000 

万家基金－兴业银行－万家基金瀛海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3.45% 21,413,276 0   

崔积旺 境内自然人 2.03% 12,579,900 0 质押 12,500,000 

邹志强 境内自然人 2.02% 12,556,300 0   

姜开学 境内自然人 1.95% 12,095,600 0 质押 11,000,000 

海富通基金－国泰君安证券－海富通东兴

兴民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56% 9,693,732 0   

顾斌 境内自然人 1.14% 7,046,000 0 质押 7,046,000 

宝盈基金－工商银行－宝盈金增 6 号特定

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12% 6,925,057 0   

陈睿峰 境内自然人 1.06% 6,603,4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四川盛邦与青岛创疆系一致行动人； 

2、崔积旺先生与邹志强先生系连襟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四川盛邦创恒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 

司股份 83,848,000 股外，还通过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2,000,0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15,848,000 

股，持股比例 18.67%。 

2、陈睿峰通过中天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公司股份 6,603,400 股，持股比例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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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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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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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