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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06               证券简称：华锋股份           公告编号：2022-018 

债券代码：128082               债券简称：华锋转债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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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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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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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锋股份 股票代码 00280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胜宇 赵璧 

办公地址 肇庆市高要区金渡镇金渡工业园二期 肇庆市高要区金渡镇金渡工业园二期 

传真 0758-8510077 0758-8510077 

电话 0758-8510155 0758-8510155 

电子信箱 board@c-hfcc.com board@c-hfcc.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现阶段主要业务为新能源汽车电控及驱动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以及技术服务，同时保持电极箔的研发、生产、

销售。 

在新能源汽车业务方面，公司一直致力于新能源商用车电控及驱动系统关键技术的研究和产业化，拥有成熟的整车电控

及驱动系统相关技术体系，形成了以智能整车控制器、电驱动与传动系统、高压集成控制器为代表的新能源商用车电控及驱

动系统核心产品体系，对新能源汽车的动力性、经济性、安全性、稳定性和舒适性起着决定作用。公司可为新能源汽车整车

厂商提供成熟可靠的电控及驱动系统解决方案、产品和技术支持服务，成为掌握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的重要企业之一，技术

水平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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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极箔业务方面，目前低压化成箔的产量、产品质量及产品系列规格在国内同行业中名列前茅，部分产品的质量已经

达到了代表电极箔最高水平的日本企业所生产的产品，是目前国内少数能向国际市场出口低压化成箔产品的企业之一，也是

目前国内能够大规模自主生产低压腐蚀箔，并同时能够对自产腐蚀箔进行大规模化成生产的几家企业之一。 

2、公司总体经营情况 

公司本期实现营业总收入68,811.37万元，同比上升56.2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272.76万元，同比上升

120.56%。报告期业绩扭亏为盈的主要原因： 

（1）2021年，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逐渐好转，需求提升，发展势头良好，产销量较上年出现超预期的大幅增长，带动

汽车产业蓬勃发展，行业宏观局面良好；得益于行业的好转和疫情后的生产秩序恢复，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新产品的研发

力度和新市场的开拓力度。以新能源商用车动力总成为主的电控及驱动系统产品成功交付并服务于北京冬奥会。佛山子公司

正式启动运营并陆续开展氢能类业务。公司整体新能源汽车业务销售收入比上年同期上升约162.89%； 

（2）受市场需求影响，电极箔产品供不应求，销售收入比上年同期上升约37.32%，销售价格也有较大上涨。 

3、市场地位 

在新能源汽车业务上，理工华创公司是国家工信部授予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汽车电控及

驱动系统关键技术的研究和产业化。公司充分发挥高校资源优势和自身技术优势，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建立产业联盟，带动

产品和技术升级，提高产业化水平与市场占有率。通过良好的客户服务和供应链体系整合，促进了产业链的技术进步和产业

化水平提高，发挥了国内新能源商用车产业链龙头作用。截止2021年12月底，批量销售配套的整车客户已超过20家，客户遍

布全国主要城市或地区，已配套整车产品逾65,000辆，产品足迹覆盖国内31个省市地区，国内新能源客车市场占有率约为

6-8%，国内新能源轻卡市场占有率约为10%。报告期内，公司成功交付北京冬奥会燃料电池客车用全气候高性能新能源商用

车电控及驱动系统，将批量应用于2022年冬奥会红线区域燃料电池公路客车、以及服务冬奥会的纯电动及燃料电池客车，使

公司成为北京冬奥会赛事用车的大三电重要配套企业。 

在电极箔业务上，公司凭借优质的产品性能、不断提升的技术工艺水平、良好的企业信誉、健全的客户服务体系，在经

营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客户资源，与国内外众多知名的下游铝电解电容器生产企业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并有机融

入了这些客户的产业链。公司客户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大陆的各主要铝电解电容器生产企业，其产品广泛应用于各

主要电器生产商。这些企业实力雄厚，财务状况良好，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公司的优质客户群为公司扩大生产和销售规模、

降低财务风险、增强抵抗风险能力、增强未来持续盈利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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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3,869,446.43 1,770,356,702.50 8.11% 2,076,907,431.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35,435,823.69 1,053,778,926.67 17.24% 1,369,744,908.28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688,113,674.56 440,268,107.95 56.29% 706,221,423.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2,727,626.98 -305,096,867.25 120.56% 34,241,492.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547,331.99 -326,142,328.55 102.01% 20,251,844.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889,540.95 148,822,131.94 -80.59% 20,521,289.3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 -1.73 119.65% 0.2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1 -1.33 123.31% 0.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4% -25.20% 30.64%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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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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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98,693,916.73 207,990,862.45 188,037,066.99 193,391,828.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421,601.43 22,345,514.82 9,935,617.81 43,868,095.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953,114.17 9,704,892.02 1,771,762.43 12,023,791.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296,485.25 29,991,602.51 -14,476,495.12 45,670,91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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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97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9,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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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帼英 境内自然人 23.29% 44,647,800 34,914,600 质押 6,986,087 

广东省科技创

业投资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9.98% 19,137,020 0   

林程 境内自然人 7.86% 15,068,153 11,301,115 质押 776,232 

北京理工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56% 8,739,247 2,255,985   

肇庆市端州区

城北经济建设

开发公司 

国有法人 2.50% 4,783,120 0   

北京雷科卓硕

科技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34% 4,492,540 0   

肇庆市汇海技

术咨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3% 2,739,400 0   

孙逢春 境内自然人 0.62% 1,191,467 436,643   

刘琴燕 境内自然人 0.57% 1,086,000 0   

周辉 境内自然人 0.53% 1,021,816 494,86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陈宇峰（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谭帼英之女婿）持有肇庆市汇海技

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称“汇海技术”）12.90%股权，因此谭帼英与汇海技术存在关联关系，

谭帼英、汇海技术分别持有本公司 23.29%、1.43%的股份。除此之外，发行人股东之间不存

在其他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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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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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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林 程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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