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久祺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300994                           证券简称：久祺股份                           公告编号：2022-012 

久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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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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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聘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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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4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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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祺股份 股票代码 300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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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雍嬿 陆佳骐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新塘路 36、38、46、

50、56、58、66 号广新大厦 16 层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新塘路 36、38、46、

50、56、58、66 号广新大厦 16 层 

传真 0571-87803855 0571-87803855 

电话 0571-87809605  0571-87809605  

电子信箱 yongyan@joykie.com yiran_lu@joyki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主要从事自行车整车及其零部件和相关衍生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公司成为国内主要的

自行车产品出口商之一，产品远销全球五大洲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致力于将自行车产品的“中国制造”销往世界各地，为

全球客户“一站式”提供全尺寸、多系列的自行车及相关产品。 

（二）主要产品及用途情况 

公司以“绿色运动、健康生活”为企业宗旨，以环保、安全、符合力学原理及人体机能构造工学的产品为核心，以实现用户

身体机能得到健康锻炼，满足消费者的健身休闲、代步出行、竞技娱乐等绿色低碳的工作生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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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要产品包括儿童自行车、成人自行车、助力电动自行车等整车及相关配件产品，其中儿童自行车包括推杆车、儿童平

衡车、学骑车、儿童脚踏车、表演车等车型，尺寸范围为 10 寸至 20 寸，可供各年龄段儿童骑行娱乐。成人自行车包括城市

车、山地车、公路车、表演车等车型，具备代步出行、运动健身、户外娱乐等功能。助力电动自行车是以电机、电池作为辅

助动力，搭载智能传感器系统，根据骑行者脚踏力的大小，给予动力辅助，实现人力骑行、电机助力一体化的新型交通工具，

近年来在欧洲地区的销售增长较快。公司已形成完整的产品体系，可为客户提供全尺寸、多系列的自行车、助力电动自行车

及相关产品，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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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715,563.50 1,066,282,140.69 81.07% 758,886,051.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77,393,246.79 437,392,656.18 146.32% 338,781,998.75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3,709,746,099.50 2,285,558,692.72 62.31% 1,795,431,425.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5,206,271.05 156,751,417.31 30.91% 101,987,196.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9,381,679.56 140,618,378.87 34.68% 97,856,917.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11,692.77 203,118,751.45 -98.66% 36,063,433.1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27 1.08 17.59% 0.9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27 1.08 17.59% 0.9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73% 40.84% -11.11% 4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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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9,460,133.85 830,010,538.39 1,013,883,695.33 1,116,391,731.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343,924.73 52,109,974.93 61,711,702.40 58,040,668.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2,576,822.35 45,577,826.50 59,849,985.95 51,377,044.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0,041,390.48 147,735,145.85 11,784,228.58 3,233,70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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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64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13,452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0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

股东总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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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总数 总数 （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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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政 
境内自然

人 
33.30% 64,681,800 64,681,800   

卢志勇 
境内自然

人 
18.31% 35,573,000 35,573,000   

李宇光 
境内自然

人 
14.98% 29,105,200 29,105,200   

宁波梅山保

税港区永焱

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76% 5,360,000 5,360,000   

宁波梅山保

税港区永忻

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33% 4,530,000 4,530,000   

上海广沣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54% 3,000,000 3,000,000   

宁波梅山保

税港区永峣

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10% 2,140,000 2,140,000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富国

价值优势混

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81% 1,574,920 1,574,920   

北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景顺长城

景颐双利债

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79% 1,524,945 1,524,945   

宁波梅山保

税港区永燊

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66% 1,290,000 1,29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1、2019 年 6 月 18 日，李政、卢志勇、李宇光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书》，对还在久祺工

贸有限公司（久祺股份有限公司前身）自设立以来的共同控制关系进行了确认，李政、卢

志勇、李宇光三人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2、卢志勇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永焱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 

3、李政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永忻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 

除上述情况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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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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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国际宏观经济与市场环境变化风险 

公司主要为海外客户提供自行车及相关配套产品，收入主要来源于海外市场。报告期内占比

较高，且在未来对海外市场的依存度依然较高。如果国际宏观经济和市场环境出现大幅波动，特

别是欧洲、美洲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形势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俄乌冲突等或与我国的政治、

经济、外交合作关系发生不利变化，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可能导致公司业绩下滑

的风险。 

（二）国际贸易政策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主要销售到欧洲、美洲等海外国家和地区。国际贸易存在诸多不稳定因

素，如各国政治局势会因为政府的换届产生重大变化，进而影响该国的国际贸易；另外随着国际

贸易市场摩擦不断，产品进口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有日益加重的趋势。如果主要产品进口国改

变进口关税政策，或实行更加严重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则会影响公司产品在境外的销售，将对公

司的经营业绩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 

(三）利润分配情况 

公司已进行了2021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公司2021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1年半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母公司2021年1-6月实现净利润

107,363,284.40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10,736,328.44元，加上未分配利润49,632,860.92元，截

止2021年6月30日，母公司累积可供分配利润为146,259,816.88元。公司合并财务报表2021年1-6

月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净利润85,453,899.66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10,736,328.44元，加

上年初未分配利润157,182,320.43元，截止2021年6月30日，合并财务报表可供分配利润

231,899,891.65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鉴于公司经营情况稳定，盈利状况良好，为积极回报股东，与股东分享公司发展的经营成果，

在保证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以公司总股本194,24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3.6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69,926,400.00元（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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