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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28                            证券简称：锦富技术                             公告编号：2022-025 

苏州锦富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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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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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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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富技术 股票代码 30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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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清（代行） 殷俊 

办公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大道 88 号人工智能

产业园 C1-601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大道88号人工智能产

业园 C1-601 

传真 0512-62820000 0512-62820200 

电话 0512-62820000 0512-62820000 

电子信箱 jinfu@jin-fu.cn jinfu@jin-fu.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㈠公司主导产品 

公司主导产品为液晶显示模组（LCM和 BLU）、光电显示薄膜及电子功能器件、检测治具及自动化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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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模切设备等。 

行业类别 主要产品 说明 

计算机、通信

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 

FCT功能治具、MDA压床治具、

ICT真空治具和自动化检测系

统 

测试的性能范围广泛，包括集成电路板的开路与断路、芯片电路的正常运

作、各种电子元器件的正常运作、输入输出端口的有效性、电容液晶屏的

有效性等。 

光学光电子元

器件制造 

液晶显示模组 

背光模组（BLU） 

背光模组(Back light module)为液晶显示器面板(LCD panel)的关键零组

件之一，由于液晶本身不发光，背光模组之功能即在于供应充足的亮度与

分布均匀的光源，使其能正常显示影像。 

液晶模组（LCM） 
模组主要分为屏和背光灯组件，两部分被组装在一起，但工作的时候是相

互独立的，是终端产品的显示部分。 

光电显示薄膜

及电子功能器

件 

光学膜片 

光学膜片主要包括反射片、扩散片、棱镜片等，主要用于液晶电视、液晶

显示器的背光模组中。光学膜片主要利用各种特制材料的光学性能（例如

光源的集中反射、光源的均匀扩散、光源的增亮等）起到增强光源、保证

屏幕各区域显示亮度均一性等作用。 

胶粘类制品 

胶粘类制品主要应用于背光模组和液晶显示模块之中，起到粘接、固定、

密封、防尘、隔音、联线外接等各方面作用，用以取代之前的焊接件、铆

钉、螺丝等金属制品。 

绝缘类制品 
绝缘类制品主要用于各类中、大尺寸笔记本电脑、液晶显示器的背光模组

和液晶显示模块中，可以起到绝缘、降低电磁干扰的作用。 

手机、平板等内

置金属结构件 

主要分为金属支撑零件和金属传导零件。金属支撑零件具有定位特性或者

传动特性，防止消费电子产品的零部件在震动及跌落过程中出现接触不良

的情形。金属传导零件直接参与电子信号传导，常见的有固定板、接地弹

片、触点弹片、支撑板等。 

通用设备制造 精密模切设备 

精密模切设备是公司控股子公司无锡正先的主要产品。无锡正先根据国内

光电显示薄膜器件的生产特点自主开发研制了各类精密高速模切机、高精

度多层复合机、精密分切机、专用自动圆刀磨床等先进设备。 

㈡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1、光电显示薄膜及电子功能器件业务 

光电显示薄膜及电子功能器件模切业务是公司最早开展的业务，其生产工艺和加工技术在国内同行业

中均处于领先水平，是公司营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前些年由于多元化战略不及预期，公司业绩出现大

幅波动。在现任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管理团队的领导下，公司制定了剥离非核心业务，重新聚焦主业

的战略。 

报告期，公司除努力通过外延并购方式拓展公司模切业务外，也在积极通过加大技术革新与新设备投

入的力度及强化营销团队建设等途径增强模切业务的内生式发展。鉴于近年来越南电子产业的快速崛起，

公司已与第三方签署投资项目合作协议，决定共同出资在越南成立一家合资公司，主营光电显示薄膜及电

子功能器件等的研发、生产及销售。截止目前，越南合资公司已成功设立，生产场地建设及设备搭建工作

均已完成，批量生产工作正有序推进中。 

2、液晶显示模组业务 

公司液晶显示模组业务主要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奥英光电（苏州）有限公司负责生产和销售，苏州三星

电子显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三星显示”）是奥英光电的最主要客户。2020 年度，公司液晶显示模

组实现销售收入 53,463 万元。2020 年第一季度三星显示株式会社对外披露拟将其持有的苏州三星显示股

权对外转让，并于第三季度确定将上述股权转让给 TCL 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但直至 2021 年一季度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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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才完成上述股权转让的交割，苏州三星显示因此更名为苏州华星光电有限公司。受此客户股权变动及

其产品战略调整的影响，本期公司的液晶显示模组业务的订单量和销售量均出现了大幅下降，2021年度，

液晶显示模组仅实现销售收入 16,425.71万元，同比下降 69.28%。 

在苏州三星显示的控制权尚未转移前，公司就已积极与华星光电方面就后者接手控股苏州三星显示后

双方的业务合作进行沟通交流。基于对奥英光电多年服务于三星显示体系所积累的经验与服务能力的认

可，奥英光电于本报告期内已顺利进入了华星光电的供应链，订单量自下半年开始有了显著的提升。 

与此同时，公司也在积极开拓其他液晶显示模组客户，深挖相关业务的存量与增量市场，以实现公司

液晶显示模组业务的平稳健康发展。 

3、智能检测及自动化装备业务 

公司控股子公司昆山迈致治具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为下游客户量身打造专业的电子、电器生产线上测

试设备和相关服务，通过综合运用精密机械、伺服控制、机器视觉等跨学科技术，开发的电子智能检测设

备及自动化生产线，具备对 PCB、FPC、芯片、光电元件及整机等相关领域全方位技术检测能力。 

2021年 7月，在经过各省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初核和推荐、行业协会限定性条件论证、专家审核等程

序后，迈致科技成功入选国家工业和信息部第三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迈致科技将继续钻研核

心技术，努力开拓海内外市场，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持续助力。 

㈢公司的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设立供应链管理中心，由供应链管理中心牵头，协调公司的各个业务部门共同完成采购流程，其

中：供应链管理中心负责具体的采购实务，包括编制采购订单；管理交货期、交货方式、价格；调配物料、

申请付款等工作。同时也负责供应商开发、选择、评价和管理，并依据评估结果调整购料策略。品质客服

中心负责采购产品的进料检验；参与原物料质量问题处理与管控；协助采购选择和评价新供应商，并对合

格供应商进行日常品质维护管理。 

2、销售模式 

公司采取灵活的定价模式，即综合考虑不同产品的市场规模及中长期销售目标等指标后决定渗透定价

策略还是撇脂定价策略。 

公司主要客户为国内外知名的消费电子终端产品品牌商。公司主要采取直销模式。具体销售方式为：

①资质认证。公司通过业务机会与客户进行初步接触，经初步评价后，客户的相关部门开始对公司进行供

应商资质的认证工作，经客户系统综合评定后，确认公司为其合格供应商。②获取订单。一部分产品，公

司客户会根据其产品采购需求在其认定的合格供应商体系内进行公开招标，公司则根据该项产品的具体要

求，通过内部评价（综合考虑工艺路线、成本测算、产能安排等方面的因素），向客户进行报价，参与竞

标，客户会根据竞标情况通知公司是否入围并成为该项产品的供应商。入围后，公司相关人员就产品的技

术指标，持续与客户研发技术人员沟通，并提出优化建议，完成产品试生产后，向客户送样进行检测，在

客户评审合格后，由客户下达正式订单，开始批量供货。 

3、生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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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建立了《集团安全生产管理手册》规范公司的生产业务，公司采用“以销定产”的模式组织生产，即

依据收到的订单制定生产计划及购买原料，将存货降至最低，提高资产的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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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160,154.19 2,353,168,608.18 -15.77% 2,546,289,093.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73,907,056.46 1,222,348,716.00 -28.51% 1,205,063,649.40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972,160,151.63 1,364,232,745.17 -28.74% 1,579,415,067.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5,664,032.82 22,353,923.15 -1,646.32% 14,741,479.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46,961,440.61 6,095,611.39 -5,791.99% -75,078,079.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7,179,584.04 201,682,910.32 -17.11% 137,299,301.6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59 0.0204 -1,648.53% 0.013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159 0.0204 -1,648.53% 0.01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09% 1.98% -35.07%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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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032,631.51 204,393,435.94 244,037,959.89 311,696,124.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118,449.06 -25,174,358.34 -6,636,519.74 -299,734,705.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172,320.72 -23,108,087.09 -4,520,329.60 -303,160,703.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768,685.47 58,329,779.54 128,505.24 69,952,61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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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公司与客户厦门炬煜实业有限公司开展贸易业务并签订销售协议，向其提供锌锭、电解铜、

钴湿法冶炼中间品等金属制品；公司根据销售所需的产品种类及数量，向供应商厦门市中智信联实业有限

公司进行相关金属制品的采购。 

公司按照总额法对开展的贸易业务进行了相应的收入、成本确认，并在一季报、半年报、三季报进行

了披露。现经公司审慎评估及与年报审计机构商议，确认该业务仅为简单贸易购销类业务，公司主要充当

贸易代理人角色，与货物实物相关的风险主要由客户自行承担。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及谨慎性原则，公司根

据收入确认相关准则要求将本报告期开展的贸易业务调整为按净额法确认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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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该贸易代理业务收入由全额法调整为净额法进行确认计量，对公司及子公司的净利润无影响，该调

整对公司已披露的前三季度财务数据的影响如下： 

合并利润表 

项目 
2021 年 1-3 月 2021 年 1-6 月 2021 年 1-9 月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万元） 26,439.55 21,203.26 52,653.54 41,642.61 83,093.71 66,046.40 

营业成本（万元） 22,723.47 17,487.19 44,785.16 33,774.22 70,027.59 52,98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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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86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35,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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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兴市智成产业

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19% 209,963,460 0 无质押和冻结  

泰兴市赛尔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42% 92,133,024 0 无质押和冻结  

孙海珍 境内自然人 1.98% 21,618,607 0 无质押和冻洁  

王建军 境内自然人 1.59% 17,351,972 0 无质押和冻洁  

上海睿度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睿

度资产聚缘 1 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1.15% 12,628,839 0 无质押和冻洁  

余悦辉 境内自然人 1.15% 12,538,280 0 无质押和冻洁  

许晶晶 境内自然人 0.66% 7,200,000 0 无质押和冻洁  

王慧萍 境内自然人 0.62% 6,835,847 0 无质押和冻洁  

朱丹鸣 境内自然人 0.55% 6,006,799 0 无质押和冻洁  

蒋萍 境内自然人 0.53% 5,780,125 0 无质押和冻洁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王建军、孙海珍系夫妻关系、一致行动人，其与上海睿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不是一致

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

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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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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六节“重要事项”，详细描述了报告期内发生的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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