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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053                           证券简称：远信工业                           公告编号：2022-005 

远信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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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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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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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817525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0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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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信工业 股票代码 30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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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小康 吕丹枫 

办公地址 新昌县澄潭工业区 新昌县澄潭工业区 

传真 0575-86059666 0575-86059666 

电话 0575-86059777 0575-86059777 

电子信箱 securities@yoantion.com securities@yoantion.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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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营业务为拉幅定形机等纺织相关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的主要产品为拉幅定形机、定形机改造。拉幅定

形机是纺织产业链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前端为坯布生产环节，后端为纺织服装类产品生产环节。拉幅定形机属于染整机械，

拉幅定形机是染整工序中的关键设备。拉幅定形机通过在高温下对纺织物进行拉幅定形处理，可以改善纺织物的幅宽、克重、

手感、颜色等特性，同时可以起到稳定纺织物尺寸的作用。一方面，纺织物在拉幅定形前的加工过程中，经受多次外力作用，

会出现幅宽不匀、克重不均、纬纱歪斜等现象，通过拉幅定形机的处理可消除纺织物在加工过程中产生的上述缺陷。另一方

面，拉幅定形机可改变纺织物原有的克重、幅宽等特性，满足下游客户对纺织物的不同需求。拉幅定形后的产品具有不易缩

水、不易卷边、尺寸稳定、克重均匀、手感舒适等特性，目前不存在竞争性产品或竞争性技术。公司的主要客户为纺织制造

企业。公司的经营模式是根据下游客户需求的特点，主要采取以产定采的采购模式、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直接面向终端客

户的直销模式以及主动创新与需求响应相结合的研发模式。 

（二）市场地位和竞争优势 

公司于成立之初就瞄准国内中高端市场，公司的拉幅定形机定位于中高端市场，中高端产品工艺复杂、门槛较高、技术

含量高。公司注重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和完善，经过多年的创新和积累，形成了较强的产品研发和设计能力。公司是国家重

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研发中心被浙江省科技厅认定为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开发中心，被浙江省人民政府评为重点

企业研究院。公司拥有专利141项，其中发明专利9项；获取软件著作权22项；荣获浙江省装备制造业首台（套）产品3项；

取得浙江省优秀工业新产品1项；承担浙江省重大科技专项2项。 

公司拉幅定形机属于技术密集型产品，研制过程中的硬件支持和软件模拟，对产品的精密度、稳定性和可靠性影响较大。

技术创新是公司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和内在驱动力，是公司生存和发展壮大的根本所在。 

公司是国内拉幅定形机领域的领先企业。公司深耕拉幅定形机市场，产品实现进口替代并出口海外。基于公司拥有优质

的客户资源及技术创新优势，在可预期的未来，公司有望在国内保持行业领先地位。未来，公司产品将进一步向智能化、节

能环保方向发展，符合目前行业和市场发展趋势。 

随着互联网技术、信息技术的发展，拉幅定形机的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公司致力于将无线通信技术、互联网技术融入

到拉幅定形机控制系统，实现无线联网和远程运维；同时结合相应软件技术，进行APP开发，并将其集成到客户工厂管理ERP

系统上，实现拉幅定形机运行数据和客户工厂管理软件共享，提高产品的用户使用体验，方便客户快捷地查询各类生产数据，

真正迎合“工业4.0”的时代需求。在未来，公司还将通过移动端收集用户数据，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用户使用习惯，针对

性地开发拉幅定形机产品。 

目前拉幅定形机的热能有效利用率不高，只占输入能量的30%左右，60%左右的能量因废气排放而损耗，还有10%为机体

损耗。为此，拉幅定形机节能环保的核心是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减少无谓能耗，实现能源优化利用。公司通过研究节能热

定形工艺，如加热方式、加热温度等定形工艺参数对定形产品质量的影响，优化参数值，提高定形过程的热源利用效率；研

究热定形设备的节能方法，开发高效率的热转换设备如换热器、喷嘴等，以及开发高效率的热回收设备，减少不必要的能源

消耗；另外，还将提高热定形的自动化和信息化，如通过对定形产品关键参数进行控制来提高产品质量，减少返工等造成的

额外能耗；同时对能耗进行在线监控、精确分析和统计等，以提高能耗的利用效率。2021年11月公司成立控股子公司远泰智

能，联合行业先进力量，行业内热源回用和高端废气处理制造商，组建专业团队共同开发定形机智能热能回收和废气处理一

体机，进一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降低成本，在节能同时降低工业废气排放量。 

在国家实现“双碳”目标的大时代背景下，政府和市场鼓励企业节能减排，倡导低碳高效发展。公司于今年10月中旬入

选首批“30·60中国纺织服装碳中和加速计划”企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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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3,074,263.68 627,487,556.52 56.67% 416,350,204.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27,433,112.37 259,027,221.66 103.62% 194,246,487.57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577,454,609.38 410,610,177.06 40.63% 404,695,226.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5,262,276.58 64,706,764.95 31.77% 69,152,838.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76,978,039.40 61,261,669.30 25.65% 66,144,77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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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22,893.03 154,006,406.28 -99.01% 48,346,723.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25 1.06 17.92% 1.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25 1.06 17.92% 1.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50% 28.55% -5.05% 3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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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985,820.29 194,175,191.89 135,324,522.75 143,969,074.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155,217.73 32,456,083.90 17,141,844.23 23,509,130.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598,774.27 31,350,671.02 14,610,633.15 19,417,960.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487,666.17 24,383,742.39 8,055,874.48 -9,429,05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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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21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9,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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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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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昌县远威

科技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5.43% 45,316,225 45,316,225   

新昌县远琪

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6.12% 5,004,583 5,004,583   

张鑫霞 
境内自然

人 
4.37% 3,574,702 3,574,702   

陈少军 
境内自然

人 
2.69% 2,199,817 2,199,817   

中信证券－

招商银行－

中信证券远

信工业员工

参与创业板

战略配售集

合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2.50% 2,044,000 2,00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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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学均 
境内自然

人 
2.15% 1,759,853 1,759,853   

吕佳琦 
境内自然

人 
1.38% 1,125,500 1,125,500   

冯伟明 
境内自然

人 
0.87% 714,940 714,940   

张雪芳 
境内自然

人 
0.87% 714,940 714,940   

求金英 
境内自然

人 
0.87% 714,940 714,94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股东陈少军、张鑫霞系夫妻关系；股东陈少军与股东陈学均系堂兄弟关系；股东陈少军为

股东新昌县远威科技有限公司和新昌县远琪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法定代表人；

股东陈少军、张鑫霞、陈学均、冯伟明、张雪芳和求金英为新昌县远威科技有限公司的股

东，合计持有其 100%股份；股东陈少军为新昌县远琪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普

通合伙人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持有其 13.19%份额；股东陈少军、张鑫霞、陈学均在新

昌县远威科技有限公司分别担任执行董事、经理、监事。除上述之外，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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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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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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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