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3356                                                  公司简称：华菱精工 

 

 

 

 

 

 

 

 

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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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se.com.cn 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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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准确性、

完整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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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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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告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1 年度本期

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028,708.07 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31,6346,666.76

元，减当年提取的法定盈余公积 2,589,408.59 元，减上年度对股东的分配 0 元后，可供投资者分

配的期末未分配利润为 315,785,966.24 元。 

鉴于公司目前处于快速发展及新业务拓展阶段，公司日常经营、业务拓展及新项目投资建设

均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综合考虑公司未来资金支出计划、目前经营及资金状况、股东中长期回报，

公司拟定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2021 年度不进行现金分红、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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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菱精工 60335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王继杨 

办公地址 安徽省宣城市郎溪县梅渚镇 

电话 0563-7793336 

电子信箱 ty@xchualing.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主要涉及电梯零部件、机械式停车设备、风电行业等零部件产品的制造以及

刚开始涉及的光伏支架业务，对于报告期内公司行业情况，公司在下文“行业格局和趋势”中进行

了详细论述，请详见“六、公司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 

公司自成立以来，坚持“创新奠定基业，服务成就未来”的经营理念，深耕主业、持续创新， 

围绕自身优势积极进行外延拓展，至今形成涵盖电梯类、机械式停车设备类、风电类三大领域类

产品的服务体系，并拟开展光伏支架相关业务。 

1、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电梯类、机械式停车设备类、风电类等配件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电梯类

产品主要包括对重块、新型补偿缆等配重产品、钣金产品、钢丝绳、加装电梯等；机械式停车设

备类产品主要包括车库钣金件、整体车库、施工升降机配件等产品；风电类产品主要包括风电塔

筒内饰件、升降机、爬梯钣金件、制动器、偏航器、摩擦片、通风系统等产品。 

2021 年，公司新设立郎溪华鑫、安徽华菱两个公司，主要业务包括光伏支架相关零部件的制

造、销售，郎溪华鑫正在加快基础设施建设阶段，安徽华菱已经于 2021 年底开始承揽业务。 

2、经营模式： 

公司的生产模式是以销定产，即根据客户的需求订单制订周计划、3 天计划、日计划并组织

生产，同时根据制订的生产计划采购所需原材料并按照业务计划生产，确保及时交付。针对机械

式停车设备、加装电梯等订单实行项目化管理。公司目前有安徽本部、广州、重庆、天津、常州

五个制造基地，形成辐射华南、华北、华东、西部的全国性生产能力，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一品四

厂”快速反应的配送、服务体系，为客户提供高效、便捷、节约的整体服务。 

3、市场地位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电梯零部件领域，一直以满足客户需求为企业发展目标，通过新

技术、新工艺的广泛应用，不断提升自身服务水平,是国内少有的凭借靠自身技术和经营积累逐步

发展壮大的本土电梯零部件加工企业。公司经过数十年间不断的工艺改进与产品创新，坚持以产

品质量为本，凭借自身产品质量、柔性化制造、物流区位等优势，能够有利满足各大品牌整梯厂

商对电梯对重块、钣金件产品的需求。目前，公司与全球各大电梯企业均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跻身国内第一梯队零部件供应商行列，多次获得客户颁发的“优秀供应商”等荣誉。其中，主要配

套电梯对重块产品市场占有率 26%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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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1,953,820,878.90 1,787,230,226.53 9.32 1,276,440,338.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779,617,208.34 781,234,299.47 -0.21 732,884,954.12 

营业收入 2,233,924,599.45 1,911,945,763.67 16.84 1,442,613,050.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028,708.07 73,655,218.07 -97.25 69,021,258.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987,940.68 67,931,320.00 -105.87 66,022,714.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1,504,030.83 1,528,984.56 -3,468.51 -53,315,774.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26 
9.73 

减少9.47个

百分点 
9.7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55 -96.36 0.5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55 -96.36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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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036,784.16 644,617,534.6 633,804,085.97 604,466,194.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0,959,281.49 2,071,695.89 1,343,426.17 9,572,86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15,434,831.49 -2,731,412.06 634,555.05 13,543,747.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986,928.11 -68,550,111.73 -59,042,399.80 78,075,408.81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03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125 

截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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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黄业华 
  

33,100,000 24.82 0 质押 
12,000,0

00 
境内自然人 

薛飞 -2,402,000 7,214,000 5.4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马息萍   5,006,600 3.7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黄超   5,000,000 3.7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葛建松 -1,329,956 4,782,544 3.5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田三红   4,710,000 3.5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蒋小明 -1,330,000 4,370,000 3.2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朱龙腾   2,900,000 2.17 0 质押 
2,900,00

0 
境内自然人 

胡永强 1,590,061 1,590,061 1.1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张瑞军 1,391,300 1,391,300 1.0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黄业华、马息萍是夫妻，黄超系黄业华、马息萍夫妇之子。公司无法得

知其余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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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22.34 亿元，同比增长 16.84%，实现净利润 191.39 万元，同

比下降 97.85%。主要是公司钢材等原材料价格上涨幅度较大，导致公司营业成本增加，公司根据

与客户约定的提价机制协商提价，但过程滞后且不能同比例提升，导致无法及时平抑原材料价格

上涨带来的影响。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