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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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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计划以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进行现金

分红，每 10 股分配现金 4 元（含税）。以截至本报告披露日的公司总股本 92,010,000 股为测算基

数，预计现金分红总额为 36,804,000.00 元（含税），占公司 2021 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 112,964,001.67 元的 32.58%，该现金分红比例符合《广州鹿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和分红规划中现金分红政策的有关规定。 

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本年度不进行送股及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第二节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鹿山新材 603051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唐小军 唐翠 

办公地址 广州市黄埔区云埔工业区埔北路22号 广州市黄埔区云埔工业区



埔北路22号 

电话 020-82107339 020-82107339 

电子信箱 ir@cnlushan.com ir@cnlushan.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所处行业基本情况 

公司主营产品为绿色环保高性能功能高分子材料，为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户提供粘接复

合与功能型产品及综合解决方案。热熔粘接材料具有粘接力强、耐候性好等特点，相比传统液体

型胶粘剂具备更高的环保性能，适用于现代工业连续化、自动化、规模化生产需求。 

报告期内，公司所处行业主要分为热熔胶膜行业和功能性聚烯烃热熔胶粒行业。 

（1）热熔胶膜行业基本情况 

公司热熔胶膜主要产品包括太阳能电池封装胶膜和热塑型光学透明胶膜，各类产品主要市场

情况如下： 

1. 太阳能电池封装胶膜 

光伏胶膜是光伏组件的关键材料，对太阳能电池片起到保护作用，并能够提高组件光电转换

效率，是决定光伏组件产品质量、寿命的关键性因素。 

“双碳”目标下，光伏开启十年景气周期，带动胶膜需求快速增长。为实现零碳排放目标，

全球能源转型步伐正在加速，根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发布的数据，2021 年度全球新增光伏装机

170GW，其中中国市场新增装机 54.88GW，海外市场新增装机超过 100GW，欧盟、美国和印度市

场增速强劲。截至 2021 年 11 月，177 个国家(约占所有国家的 90%)正考虑净零排放的目标，美国

重返“巴黎协定”，欧盟《2030 年气候目标计划》将 2030 年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由原来的 40%提升

至 55%，日本国会参议院正式通过《全球变暖政策推进法》，立法明确到 2050 年实现碳中和的目

标，在零碳路径上，可再生能源将成为主导能源。在多国碳中和目标、清洁能源转型及绿色复苏

的推动下，预计 2022-2025 年，全球光伏年均新增装机将达到 232-286GW。光伏新能源迎来了重

大发展机遇，同时光伏装机增长带动封装胶膜需求增长。 

从目前光伏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产能情况来看，光伏胶膜将是 2022 年的供应短板所在。根据

CPIA、集邦咨询的数据，2022 年硅料的有效供给产能为 294GW，硅片、电池片、组件等环节的有

效产能都将达到 300GW 以上。而辅料方面，光伏胶膜 2022 年的有效供给仅为 245GW，且远低于

光伏玻璃的 436GW 有效供给，将对组件的实际产量构成限制。 

2. 热塑型光学透明胶膜 

热塑型光学透明胶膜(TOCF)为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型功能性胶膜产品，主要应用于各种尺寸的

触控面板及显示模组的贴合封装，广泛应用于车载、媒体广告、教育展示、智能家居等平板显示

领域，不仅具有良好的光学性能，而且具有优良的封装粘接效果，赋予产品优异的防爆性能及耐

候性，改变了传统胶粘剂的屏幕贴合方式，具有高效率、高良率、易反拆等特点，在大屏幕应用

场景中适用性更好。 

（2）功能性聚烯烃热熔胶粒行业基本情况 

1. 复合建材热熔胶 

复合建材热熔胶利用热熔胶的粘接作用，将金属、塑料等不同性质的材料粘合，形成复合材

料，各种材料在性能上产生协同效应，满足客户的不同需求。公司复合建材热熔胶主要应用于复

合板材(主要包括铝塑板、铝蜂窝板、装饰板等)和复合管材(主要包括给排水管道)当中。 

2. 油气管道防腐热熔胶 

油气管道防腐热熔胶产品主要用于石油、天然气、成品油输送管道外层粘接与防护，起到防

腐、保温等效果。公司通过多年的技术积累和产品实践，其自主研究开发的“防腐钢管胶粘剂”入

选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防腐钢管胶粘剂-5R 生产技术”入选国家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油气管



道防腐热熔胶产品在国内及国际多个大型能源管道项目中得到广泛应用。 

3. 高阻隔包装热熔胶 

高阻隔包装热熔胶主要用于高阻隔包装生产的多层共挤复合工艺环节，用于粘接通用树脂与

高阻隔材料，同时起到阻隔氧气及水分的作用，广泛应用于食品、药品、日化等领域。目前，公

司高阻隔包装主要产品为食品包装膜粘接树脂(主要应用领域包括食品密封包装、快递气柱包装袋

等)、肠衣膜粘接树脂、化妆品软管粘接树脂、汽车油箱粘接树脂等。 

（二）公司所处行业相关政策 

胶粘剂广泛应用于建筑建材、能源基建、新能源、交通工程、工程机械、食品医药、卫生卫

材、电子电器、汽车制造等多个国民经济重要领域，涵盖了大部分需要粘接、密封的领域，是国

家产业政策重点支持行业。 

公司所处行业及下游应用领域的主要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情况具体如下： 

时间 部门 法规政策 相关内容 

2021

年 7 月 

广东省人

民政府 

《广东省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十四

五”规划》 

1、巩固提升现代建筑材料发展优势，支持发展

新型绿色建材； 

2、支持发展高性能橡塑材料、高端碳纤维、高

性能改性环氧树脂、高端电子化学品等化工材

料，持续推进高性能复合材料及特种功能材料研

发及产业化； 

3、到 2025 年，先进材料产业营业收入达到 2.8

万亿元，力争迈入世界级先进材料产业集群行

列； 

4、大力发展核能、海上风电、太阳能等优势产

业，加快培育氢能、储能、智慧能源等新兴产业；

推进太阳能光伏发电，发展高效薄膜电池、光伏

逆变器、薄膜电池等成套生产设备； 

5、加快天然气水合物商业化开采和产业化应用，

优化省内天然气基础设施布局，提升天然气接收

和储备能力； 

6、到 2025 年，新能源产业营业收入达到 7,300

亿元，非石化能源消费约占全省能源消费总量的

30%，形成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新能源产业集

群。 

2021

年 7 月 

国家发改

委、国家

能源局 

《关于鼓励可再

生能源发电企业

自建或购买调峰

能力增加并网规

模的通知》 

为努力实现应对气候变化自主贡献目标，促进风

电、太阳能发电等可再生能源大力发展和充分消

纳，依据可再生能源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

定，按照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和可再生能源消

纳的相关要求，在电网企业承担可再生能源保障

性并网责任的基础上，鼓励发电企业通过自建或

购买调峰储能能力的方式，增加可再生能源发电

装机并网规模。 

2021

年 6 月 

国家发改

委 

《国家发展改革

委关于 2021 年新

能源上网电价政

策有关事项的通

2021 年起，对新备案集中式光伏电站、工商业

分布式光伏项目和新核准陆上风电项目，中央财

政不再补贴，实行平价上网。 



知》 

2021

年 5 月 

国家能源

局 

《国家能源局关

于 2021 年风电、

光伏发电开发建

设有关事项的通

知》 

2021 年，全国风电、光伏发电发电量占全社会

用电量的比重达到 11%左右，后续逐年提高，确

保 2025 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

重达到 20%左右。 

2021

年 4 月 

国家能源

局 

《2021 年能源工

作指导意见》 

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研究出台关于促进新时代

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 

2021

年 3 月 

全国人大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1、新材料领域：推动高端新材料发展、加强生

物基和生物医用材料的研发应用；加快茂金属聚

乙烯等高性能树脂关键技术突破； 

2、光伏新能源领域：加快发展非化石能源，大

力提升风电、光伏发电规模，非化石能源占能源

消费总量比重提高到 20%左右； 

3、油气能源基建领域：新建中俄东线境内段、

川气东送二线等油气管道，建设石油储备重大工

程，加快中原文 23、辽河储气库群等地下储气

库建设；加强重点盆地油气勘探开发、稳定老油

区产量，建设川渝天然气生产基地、推进煤层气、

页岩气、页岩油勘探开发，开展天然气水合物试

采； 

4、建材领域：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

系，推进建材等行业绿色化改造，推广绿色建材；

对重点防洪城市和大江大河沿岸沿线城市，重点

提升改造防洪工程、排水管网等防洪排涝设施。 

2021

年 2 月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加

快建立健全绿色

低碳循环发展经

济体系的指导意

见》（国发〔2021〕

4 号） 

推动能源体系绿色低碳转型。坚持节能优先，完

善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提升可再生能

源利用比例，大力推动风电、光伏发电发展。 

2020

年 12

月 

国务院新

闻办 

《新时代的中国

能源发展》白皮书 

提出坚持清洁低碳导向，把清洁低碳作为能源发

展的主导方向，推动能源绿色生产和消费，优化

能源生产布局和消费结构，加快提高清洁能源和

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 

2020

年 7 月 

住建部、

发改委等

多部门 

《绿色建筑创建

行动方案》 

提出推动绿色建材应用，加快推进绿色建材评价

认证和推广应用，建立绿色建材采信机制，推动

建材产品质量提升；指导各地制定绿色建材推广

应用政策措施，逐步提高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

材应用比例；打造一批绿色建材应用示范工程，



大力发展新型绿色建材。 

2020

年 1 月 

财政部、

发改委、

能源局 

《关于促进非水

可再生能源发电

健康发展的若干

意见》 

对相关管理机制进行调整，以更好适应可再生能

源行业发展现状，实现可再生能源向平价上网的

平稳过渡。 

2019

年 10

月 

发改委 《产业结构调整

指导目录（2019

年本）》 

“改性型、水基型胶粘剂和新型热熔胶”、功能性

膜材料，属于产业结构调整中的“鼓励型”产业。 

2019

年 2 月 

发改委 《鼓励外商投资

产业目录（征求意

见稿）》 

将“胶粘剂及密封胶”纳入全国鼓励外商投资产

业目录。 

2019

年 1 月 

发改委、

能源局 

《关于积极推进

风电、光伏发电无

补贴平价上网有

关工作的通知》 

明确开展平价上网项目和低价上网试点项目建

设，优化平价上网项目和低价上网项目投资环

境，促进风电、太阳能发电通过电力市场化交易

无补贴发展。 

2018

年 5 月 

发改委、

财政部、

能源局 

《关于 2018 年光

伏发电有关事项

的通知》 

要求合理把握发展节奏，优化太阳能发电新增建

设规模。通知中的重点是限规模、限指标、降补

贴。 

2017

年 6 月 

发改委、

商务部 

《外商投资产业

指导目录（2017

年修订）》（2017

年第 4 号令） 

“胶粘剂”属于鼓励外商投资产业。 

2017

年 4 月 

科技部 《“十三五”材料

领域科技创新专

项规划》（国科发

高[2017]92 号） 

在基础材料技术提升与产业升级方面，着力解决

重点基础材料产业面临的产品同质化、低值化，

环境负荷重、能源效率低、资源瓶颈制约等重大

共性问题，推进钢铁、有色、石化、轻工、纺织、

建材等基础性原材料重点产业的结构调整与产

业升级，通过基础材料的设计开发、制造流程及

工艺优化等关键技术和国产化装备的重点突破，

实现重点基础材料产品的高性能和高附加值、绿

色高效低碳生产。 

2016

年 12

月 

工信部、

发改委、

科技部、

财政部 

《新材料产业发

展指南》 

进一步健全新材料产业体系，下大力气突破一批

关键材料，提升新材料产业保障能力，支撑中国

制造实现由大变强的历史跨越。 

2017

年 1 月 

发改委 《战略性新兴产

业重点产品和服

务指导目录（2016

版）》（2017 年第 1

号令） 

“功能高分子膜材料”“光伏电池及组件”被列为战

略型新兴产业重点产品。 

2016

年 9 月 

工信部 《石化和化学工

业发展规划

（2016-2020 年）》

（工信部规

功能膜及烯烃制作技术为重大核心关键技术，加

快功能膜及组件制备和应用、树脂基复合材料设

计制造等技术的产业化和推广应用，推进合成气

直接制烯烃、甲烷直接转化制烯烃等技术的研



(2016)318 号） 发；发展新能源用功能性膜材料，促进燃料电池

膜及工业用高性能双极膜装备实现产业化。发展

中高端锂离子电池隔膜、软包装膜材料、聚氟乙

烯（PVF）和聚偏氟乙烯（PVDF）背板膜、含氟

质子交换膜和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TFT-LCD）

用偏光片。 

2016

年 7 月 

工信部、

财政部 

《重点行业挥发

性有机物削减行

动计划》（工信部

联节〔2016〕217

号） 

提出对于胶粘剂行业，要加快推广水基型、热熔

型、无溶剂型、紫外光固化型、高固含量型及生

物降解型等绿色产品，限制有害溶剂、助剂使用，

加快削减步伐。 

上述行业管理部门和行业协会负责制定产业政策、引导技术升级和技术改造并实施其他宏观

调控措施，对行业发展起到规划、监控等宏观调控作用，有助于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为公司经营

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一）主营业务和主要产品基本情况 

鹿山新材是一家专注于绿色环保高性能功能高分子材料的高新技术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光

伏新能源、平板显示、复合建材、能源管道、高阻隔包装等多个领域，是国内领先的高性能热熔

粘接材料企业之一。 

公司主要产品主要包括功能性胶膜及功能性聚烯烃热熔胶粒产品。功能性胶膜产品体系主要

适用于太阳能电池及平板显示领域，主要产品为太阳能电池封装胶膜及热塑型光学透明胶膜；功

能性聚烯烃热熔胶粒方面，公司产品体系主要适用于复合建材、油气管道和高阻隔包装三大领域，

主要产品为复合建材热熔胶、油气管道防腐热熔胶和高阻隔包装热熔胶。此外，公司积极开发生

物降解材料、医用材料等新产品，不断开拓新的市场应用领域。 

图：公司主要产品及其应用领域 

主要产品 主要应用领域 产品图例 

功能性胶膜 太阳能电池封装胶膜 太阳能电池组件 

 

热塑型光学透明胶膜

（TOCF） 

触摸屏、3D 电视面板、

液晶显示屏等 

 

功能性聚烯

烃热熔胶粒 

复合建材热熔胶 给排水管道、铝塑板、

铝蜂窝板、装饰板材等 

 

油气管道防腐热熔胶 石油、天然气、成品油

等能源输送管道 

高阻隔包装热熔胶 食品、药品及日化品包

装、物流快递包装等复



合包装 

 

1、功能性胶膜 

（1）太阳能电池封装胶膜 

公司太阳能电池封装胶膜主要包括透明 EVA 胶膜、白色 EVA 胶膜、POE 胶膜等产品，主要应

用于太阳能光伏组件的封装。太阳能电池封装胶对光伏组件电池片起到粘接、封装作用，能够延

长组件使用寿命、提高发电效率、抗紫外线防老化等效果。太阳能电池封装胶膜产品的具体应用

图示如下： 

1. 应用场景图示  

太阳能电池封装胶膜应用场景图示如下： 

 

2）具体应用结构图 

太阳能电池封装胶膜具体产品应用结构图举例如下： 

 

（2）热塑型光学透明胶膜 

热塑型光学透明胶膜（TOCF）为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型功能性胶膜产品，主要应用于各种尺寸

的触控面板及显示模组的贴合封装，广泛应用于车载、媒体广告、教育展示、智能家居等平板显

示领域，不仅具有良好的光学性能，而且具有优良的封装粘接效果，在赋予产品优异的防爆性能

及耐候性时，也改变了传统胶粘剂的屏幕贴合方式，具有高效率、高良率、易反拆等特点，在大

屏幕应用场景中适用性更好。 

热塑型光学透明胶膜产品的具体应用图示如下： 

1）应用场景图示 

热塑型光学透明胶膜应用场景图示如下： 



 

2）具体应用结构图 

热塑型光学透明胶膜具体产品应用结构图举例如下： 

 

2、功能性聚烯烃热熔胶粒 

（1）复合建材热熔胶 

复合建材热熔胶利用热熔胶的粘接作用，将金属、塑料等不同性质的材料粘合，形成复合材

料，各种材料在性能上产生协同效应，满足客户的不同需求。公司复合建材热熔胶主要应用于复

合板材（主要包括铝塑板、铝蜂窝板、装饰板等）和复合管材（主要包括给排水管道）当中，具

体应用图示如下： 

1）应用场景图示  

复合建材热熔胶应用场景图示如下： 

 

2）具体应用结构图 

复合建材热熔胶具体产品应用结构图举例如下： 

 ①复合板材类 



 

②复合管材类 

 

 

（2）油气管道防腐热熔胶 

油气管道防腐热熔胶产品主要用于石油、天然气、成品油输送管道外层粘接与防护，起到防

腐、保温等效果。公司通过多年的技术积累和产品实践，其自主研究开发的“防腐钢管胶粘剂”入

选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防腐钢管胶粘剂 L-5R 生产技术”入选国家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油气

管道防腐热熔胶产品在 国内及国际多个大型能源管道项目中得到广泛应用。油气管道防腐热熔胶

产品的具体应用图示如下： 

1）应用场景图示 

油气管道防腐热熔胶应用场景图示如下： 



 

2）具体应用结构图 

油气管道防腐热熔胶具体产品应用结构图举例如下： 

 
（3）高阻隔包装热熔胶 

高阻隔包装热熔胶主要用于高阻隔包装生产的多层共挤复合工艺环节，用于粘接通用树脂与

高阻隔材料，同时起到阻隔氧气及水分的作用，广泛应用于食品、药品、日化等领域。高阻隔包

装热熔胶产品的具体应用图示如下：  

1. 应用场景图示  

高阻隔包装热熔胶应用场景图示如下： 

 

2）具体应用结构图 

高阻隔包装热熔胶具体产品应用结构图举例如下： 

 



（二）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在具体的经营活动中，公司采购、生产、销售和研发模式如下： 

1. 采购模式 

公司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主要为石化树脂材料，包括 PE、PP、EVA、POE 等树脂材料，以及各

类助剂。报告期内，公司对外采购模式包括直接采购和指定采购。 

直接采购模式系公司向树脂材料原厂或贸易商直接采购原材料，主要供应商包括中石化、中

石油、台塑集团、沙特阿美、LG 集团等。 

指定采购模式为，公司指定供应商向韩华集团、LG 集团、陶氏化学等海外原厂进行指定采购，

报告期内主要指定采购供应商包括厦门航开、厦门港务等。 

2. 生产模式 

公司生产部门结合销售计划、产能情况等因素，制定生产和物料需求计划，负责生产计划的

安排和实施，并对计划实施情况进行跟踪，确保按照订单交期出货。此外，公司结合主要客户的

需求预测、市场供需情况、自身生产能力和库存状况进行库存动态调整，以提高交货速度，充分

发挥生产能力。除以上自有生产外，报告期内公司有少量外协加工环节。 

3. 销售模式 

公司设有营销中心，负责市场推广及产品销售工作。公司通过展会、网络、媒体广告、业内

交流等途径接触客户并拓展市场，凭借在行业中二十余年的口碑积累及产品竞争力，形成了较高

的品牌影响力。 

公司销售模式为直销，下游客户分为自用客户和贸易商客户两类。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

销售对象主要为下游自用客户，少量为贸易商客户。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1,365,896,732.47 966,331,755.58 41.35 733,785,742.1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755,278,029.60 642,314,027.93 17.59 526,574,315.99 

营业收入 1,693,205,534.42 1,011,511,935.47 67.39 794,973,957.2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12,964,001.67 115,739,711.94 -2.40 71,942,789.5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02,672,916.99 103,476,068.48 -0.78 62,537,169.14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1,844,627.14 17,725,453.37 -33.18 54,817,513.59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6.17 19.80 

减少3.63个百分

点 
14.66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1.64 1.68 -2.38 1.04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1.64 1.68 -2.38 1.04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303,498,566.07 414,865,911.03 452,850,738.82 521,990,318.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9,240,771.65 21,176,830.05 20,259,247.78 42,287,152.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27,758,977.31 19,474,669.51 14,214,683.42 41,224,586.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5,584,324.59 -2,448,557.67 -163,086,094.83 232,963,604.23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0,955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

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汪加胜 0 34,111,601 49.43 34,111,601 无 0 
境内自

然人 

韩丽娜 0 6,624,830 9.60 6,624,83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广州日信宝安新材料

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0 3,750,389 5.43 3,750,389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西藏聚兰德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 3,289,386 4.77 3,289,386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广发乾和投资有限公

司 
0 2,725,000 3.95 2,725,00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广州市鹿山信息咨询

有限公司 
0 2,334,464 3.38 2,334,464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唐舫成 0 2,208,277 3.20 2,208,277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广州海汇成长创业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 
0 2,017,500 2.92 2,017,50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广州穗开股权投资有

限公司 
0 1,753,275 2.54 1,753,275 无 0 

国有法

人 

郑妙华 0 1,570,828 2.28 1,570,828 无 0 
境内自

然人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截至 2021年 12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136,589.67万元，较上年末增长 41.35%；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净资产 75,527.80 万元，较期初增长 17.59%；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69,320.55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67.3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1,296.40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2.40%。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