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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24                           证券简称：捷佳伟创                           公告编号：2022-035 

深圳市捷佳伟创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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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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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诚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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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277,595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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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佳伟创 股票代码 30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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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湘萍 褚秀梅 

办公地址 
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竹坑社区金牛东路

62 号一层至六层 

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竹坑社区金牛东路

62 号一层至六层 

传真 0755-81449990 0755-81449990 

电话 0755-81449633 0755-81449633 

电子信箱 chinasc@chinasc.com.cn chinasc@chinasc.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的主要业务情况 

      公司是一家国内领先的从事晶体硅太阳能电池设备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产品包括PECVD及扩

散炉等半导体掺杂沉积工艺光伏设备、清洗、刻蚀、制绒、全自动丝网印刷设备等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生产工艺流程中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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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配套自动化设备、智能车间系统以及高端显示、先进半导体的湿法、炉管类设备研发、制造和销售。 

    （二）公司的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的采购模式为“以销定产、以产定购”。公司签订销售合同后，由技术部门根据客户需求设计出图纸和采购计划，

所需炉机柜、机箱、五金件等部分结构类材料和部分零部件根据图纸向合格供应商定制加工，其他原材料、电子元器件等标

准件直接向市场采购。 

     2、生产模式 

     公司生产的产品属于专用设备，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根据客户订单及定制化需求，公司产品采用模块化设计及组

装，功能模块可独立运行，也可将多个模块组装为整机。公司在生产过程中通过标准件外购和结构件外协加工的形式完成模

块和整机的组装，在满足客户定制化需求的同时，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也可以保障公司交付设备质量的一致性和稳定性。 

     3、销售模式 

     公司作为专用设备的厂商，采取直销模式，即公司直接与最终用户或最终用户指定方签署合同和结算货款，并负责设备

的安装调试和售后服务。 

     4、盈利模式 

     公司凭借自身的技术研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通过技术创新持续研发适用于新技术路线下的新产品，并不断改进现有产

品质量，向客户提供性能稳定、品质可靠的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生产设备，并通过提供优质的技术服务支持为产品销售提供保

障，从而获得收入并实现盈利。 

   （三）报告期内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我国光伏行业持续增长为我国太阳能电池设备市场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在行业技术进步、电池转换效率提高

以及制造成本加速降低的背景下，作为光伏高效路线重要环节的光伏设备行业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同时国家出台了旨在促

进先进光伏技术产品应用和产业升级，加强光伏产品和工程质量管理的一系列政策与措施，为光伏设备市场发展营造了良好

的市场环境和发展空间，公司紧紧围绕“高效化、国际化、智能化、多元化”的发展战略，在光伏PERC、TOPCon、HJT、钙

钛矿等各技术路线上及半导体领域加强技术创新和新产品的研发，向客户提供性能稳定、品质可靠的设备，并通过提供优质

的技术服务支持为产品销售提供保障，从而获得收入并实现盈利。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04,720.98万元，同比增长

24.80%；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1,739.99万元，同比增长3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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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82,945,386.56 9,283,432,461.47 37.70% 6,666,074,645.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202,409,268.02 3,036,163,328.03 104.28% 2,552,252,348.60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5,047,209,787.16 4,044,249,652.71 24.80% 2,527,163,536.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17,399,875.37 523,027,422.77 37.16% 381,913,420.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60,883,989.59 470,988,507.69 40.32% 352,615,618.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49,496,089.09 333,765,090.50 304.33% -254,268,048.6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12 1.63 30.06% 1.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12 1.63 30.06% 1.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30% 18.66% -4.36% 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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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7,039,946.47 1,446,507,803.84 1,121,520,497.30 1,302,141,53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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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1,308,759.62 246,528,899.78 141,658,972.64 117,903,24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7,740,324.67 226,839,822.53 134,838,351.09 101,465,491.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7,985,291.29 248,302,690.30 8,892,188.57 794,315,91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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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57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51,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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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仲 境内自然人 8.42% 29,336,432 22,002,324 质押 670,000 

左国军 境内自然人 7.51% 26,162,715 19,963,211 质押 1,135,000 

梁美珍 境内自然人 7.24% 25,218,149 21,337,987   

蒋泽宇 境内自然人 4.08% 14,225,326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04% 14,082,950 0   

李时俊 境内自然人 3.68% 12,831,102 10,289,701   

蒋婉同 境内自然人 3.07% 10,675,325 0   

张勇 境内自然人 2.87% 10,009,815 62,600   

伍波 境内自然人 2.81% 9,800,015 7,700,561   

珠海横琴富海

银涛叁号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45% 8,536,9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梁美珍和蒋婉同、蒋泽宇系母女、母子关系。余仲、左国军、梁美珍系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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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发生的重要事项，详见公司2021年度报告“第六节 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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