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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90                               证券简称：成飞集成                        公告编号：2022-003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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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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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358,729,343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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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飞集成 股票代码 002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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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雁 刘林芳 

办公地址 成都市青羊区日月大道二段 666 号附 1 号 成都市青羊区日月大道二段 666 号附 1 号 

传真 028-87455111 028-87455111 

电话 028-87455333-6021 028-87455333-6048 

电子信箱 stock@cac-citc.cn stock@cac-citc.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和产品 

本公司及旗下子公司以工模具设计、研制和制造、汽车零部件生产、航空零部件生产为主业。主要产品是工装模具及汽

车零部件、航空零部件，工装模具目前主要是汽车模具。 

（二）行业发展情况 

工装模具及汽车零部件业务：主要由母公司及子公司集成瑞鹄、集成吉文研制生产。公司具备汽车整车模具开发与匹配

协调能力，承继并转化应用先进的航空制造技术，在国内汽车模具制造领域居领先地位。工装模具为定制品，主要采取“以

销定产” 的生产模式和“以产定购”的采购模式，销售模式主要是通过投标方式取得订单，按客户要求组织生产，经客户

现场对模具的各项指标进行预验收后发货，模具在到达客户现场安装调试并实现批量生产零件后，客户对模具进行最终验收。

子公司集成瑞鹄是奇瑞汽车的零部件总成战略供应商之一，主要承接奇瑞汽车的汽车车身零部件订单，根据客户需求签单销

售合同。子公司集成吉文主要依托龙泉汽车产业城发展汽车零部件业务，独立进行市场营销，在客户确定采购意向后与其签

订框架协议， 根据双方确定的产品品种、规格和技术工艺要求，每月根据客户的整车销售计划组织相应的零部件产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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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交付。 

航空零部件业务：主要由母公司承制。公司该项业务目前主要是承接航空零部件的数控加工，同时承接少量航空钣金件

产品生产制造，公司与国内飞机制造主机厂形成了长期稳固的合作关系。该业务为“来料加工”模式，自身不涉及采购大宗

原材料，并按客户订单要求进行生产交付。2021年，公司新都航空产业园项目按专项计划逐步实现投产，为扩大航空零部件

业务规模奠定了坚实基础。该项业务呈正向增长发展趋势。 

    （三）市场竞争格局及公司行业地位 

联合国《2022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中指出， 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5.5%，但主要经济体在2021年底增长均减

缓。中国社科院发布的《经济蓝皮书：2022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中指出，2021年，我国经济总体上表现出较好复苏

态势，经济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保持领先， 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8.1%。但在不确定不稳定的疫情和外部环境中，经济

下行压力有所加大，四个季度经济增长分别为18.3%，7.9%,4.9%和4.0%，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风险挑战较多。 

汽车产业：全球汽车产业正进入全面轻量化、电气化和智能化的转型升级新阶段，国内汽车行业的头部效应愈加明显。

2021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08.2万辆和2,627.5万辆，同比分别增长3.4%和3.8%，结束了连续三年的下降局面。其中，

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2,140.8万辆和2,148.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7.1%和6.5%。传统企业新车型开发数量会有所减少，但高端

车市场和新能源汽车市场有较大增长空间。面对行业态势，2022年汽车模具市场机遇和挑战并存，一方面汽车模具行业总体

产能过剩导致市场激烈竞争的总体态势仍将继续，客户对模具生产周期、技术性能以及产品质量也会有更高的要求。另一方

面，汽车模具在高端车型、新能源及国外等细分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订单价格在前两年快速下降探底后将趋于稳定。公

司作为中国汽车覆盖件模具重点骨干企业，建有成都市汽车车身工程技术中心，拥有众多冲压行业专业技能人才，冲压成型

经验积累丰富，具备整车模具开发与匹配协调能力，承继并转化应用先进的航空制造技术，在汽车模具制造领域居领先地位。 

公司的汽车车身零部件业务主要由子公司集成瑞鹄和集成吉文开展。集成瑞鹄的汽车车身零部件业务主要为奇瑞汽车各

系列车型配套服务，是奇瑞汽车车身零部件核心战略供应商之一，合作关系较为稳固。集成吉文主要为龙泉各大车厂配套，

公司荣获成都丰田纺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品质优秀奖”，在欧拓欧洲总部供应商质量排名优良（居第一档）。 

航空产业：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加快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加快

了世界一流战略空军的建设。2030年，我们将成为世界第一大单一国家航空市场，第二大区域市场，还会催生一个世界级通

航市场，航空零部件市场需求也将快速增长。同时，航空航天是《中国制造2025》十大重点领域之一，同时也是带动我国工

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领域，在军用与民用领域均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中国航空制造业进入快速发展期。根据预测，到2025

年我国航空零部件行业市场规模将达到773亿元。公司航空零部件业务与核心客户从1994年合作至今，形成了长期稳定的战

略合作关系，是核心客户在军品生产监督体系下的定点核心战略外协供应商，多次获得其优质供应商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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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80,109,089.00 3,548,168,203.72 102.36% 3,333,396,952.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424,385,495.27 2,542,818,053.77 113.32% 2,510,289,808.05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1,268,117,581.97 983,749,274.02 28.91% 1,674,708,643.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728,438.41 118,882,515.61 -53.12% 642,453,107.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313,177.21 27,913,279.47 12.18% 30,953,052.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839,153.84 106,787,247.54 -53.33% -62,418,162.6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53 0.3314 -53.14% 1.79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53 0.3314 -53.14% 1.79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0% 4.65% -3.25% 30.3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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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09,872,766.93 278,483,787.18 391,752,780.76 388,008,247.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35,826.97 7,380,504.31 32,116,495.38 14,795,611.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4,093.75 5,396,653.45 27,457,123.23 -1,834,693.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838,742.98 22,494,924.98 40,827,101.59 10,355,87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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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93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38,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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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航空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0.17% 

179,959,6

63 
   

刘鹰 境内自然人 0.93% 3,333,100    

成都凯天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2% 3,290,080  冻结 214,243 

牛桂兰 境内自然人 0.89% 3,195,000    

史生民 境内自然人 0.61% 2,202,70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沪港深

行业精选灵活

配置混合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56% 2,017,973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56% 2,000,481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富

国沪港深价值

精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56% 1,993,200    

余峰 境内自然人 0.33% 1,190,600    

张明峰 境内自然人 0.33% 1,170,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成都凯天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属于控股股东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控制，存在关联

关系，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公司股东牛桂兰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045,000 股，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 2,15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3,195,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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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余峰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09,200 股，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 881,4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190,600 股; 

公司股东张明峰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6,800 股，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 1,153,8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170,6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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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实施完成了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合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35,872,934.30元（含税）。《2020年年

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1-015）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除上述事项外，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工作、经营情况及面临的风险等内容详见《2021

年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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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              

石晓卿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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