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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运达风电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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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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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变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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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990,171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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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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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股份 股票代码 300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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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帆 马帅帅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国际科技大厦 A 座 18F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国际科技大厦 A 座 18F 

传真 0571-87397667 0571-87397667 

电话 0571-87392388 0571-87392388 

电子信箱 info@chinawindey.com info@chinawindey.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大型风力发电机组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新能源电站的投资运营业务。目前公司主

要提供覆盖风电项目全生命周期的风电整体解决方案，同时积极培育智慧服务业务。 

（一）主要产品及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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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产品主要为陆上2.XMW、3.XMW、4.XMW、5.XMW和6.XMW系列风电机组，以及7MW、9MW

系列海上风电机组。公司产品除了不断提升单体容量外，还根据不同的地理和气候条件，进行差异化设计，

同一型号的产品，形成了分别适用于高温、低温、高海拔、低风速、沿海台风等不同自然环境的风电机组

系列。 

（二）经营模式 

1、风力发电机组研制、销售业务经营模式 

公司主要经营模式是整机总装、零部件专业化协作，即公司负责陆上和海上风电机组整机的研发、设

计及总装，配套零部件采取专业化协作的方式，由供应商按公司提供的技术标准进行生产，公司进行质量

监控。 

近几年随着客户要求的提高，公司的经营模式已逐步转变为提供风电机组产品及风电技术服务、产品

改造升级的“整体解决方案”，即公司从事风电场前期资源测评、风电场机组选型和经济性设计、风电机组

的研制与生产以及风电场运行维护和技术改造升级等。 

2、新能源电站投资运营业务经营模式 

公司新能源电站投资运营业务为风电机组研制与销售业务的自然延伸，包括了前期资源开发、新能源

电站建设及运营等环节。公司积极布局该项业务，自建或与他人联营投资、开发、运营风电场，待项目建

设完成后，通过持有运营以取得风电场发电收入，或通过择机对外转让以取得转让收益。 

3、智慧服务业务经营模式 

智慧服务业务为公司长期发展的重点业务板块，业务范围包括技术服务、定检代维、备品备件销售、

智慧服务平台等。随着十三五期间风电装机容量的快速提升，风电后市场规模将进入急剧增长的阶段，并

且随着“碳中和、碳达峰”机遇下的大发展，以及平价时期对风电机组提质增效需求的进一步增加，智慧服

务业务将成为公司新的业绩增长点。  

（三）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1、政策持续推动行业的发展 

2020年，国家出台《关于促进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公布2020年风电、

光伏发电平价上网项目的通知》等多项政策有序推动风电行业去补贴进程、保障风电消纳、风电项目建设

科学化管理，持续推进能源结构转型。另外，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明确提出“2030碳达峰，

2060碳中和”的目标，坚定了风电行业发展信心，行业发展前景广阔。 

2、技术进步促进风电市场竞争力的不断提升 

风电技术的不断进步带来了机组发电效率的提高、机组成本和维护费用的降低。近5年，更大叶轮、

更高塔架机型的快速发展，推动风电的度电成本大幅下降30%以上，目前我国的风力发电成本已与煤电相

当。随着风电度电成本的降低，风电竞争力增强，风电发展模式将由补贴驱动转向成本驱动，风电在电源

市场的综合竞争力不断提升。 

3、公司的市场地位不断提升 

公司坚持秉承诚信、创新、合作、共赢的经营理念，不断针对市场需求提供满足客户差异化诉求的产

品和服务，同时得益于产品优异的质量和性能，得到客户、合作伙伴和供应商的一致好评，同时基于行业

内建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和市场口碑，公司的客户结构不断多元化，行业认可度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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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海上海外市场的快速扩展 

随着风电全产业链的成熟和规模化应用、风机大型化的普及和技术进步持续推动着海上风电项目降本

增效，海上风电市场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同时中国的陆上风电无论在技术水平还是供应链保障能力上均

处于世界一流水平，成本端的优势愈加明显，国际竞争力很强，在国际市场会有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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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14,164,126.34 16,018,082,409.37 54.29% 11,562,878,636.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722,420,612.48 1,781,727,900.03 52.80% 1,516,881,526.58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16,040,656,114.82 11,477,859,987.36 39.75% 5,010,260,787.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9,831,064.90 173,006,288.51 183.13% 106,575,624.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79,960,340.31 136,546,042.39 251.50% 73,927,740.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97,924,147.77 -788,084,759.09 391.58% 1,435,885,465.3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59 0.59 169.49% 0.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37 0.58 136.21% 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35% 10.97% 11.38% 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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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14,130.16 2,991,293,845.12 3,767,516,003.17 7,264,832,136.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432,986.93 84,142,692.96 129,643,923.40 232,611,461.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7,555,055.75 84,966,473.62 128,186,145.52 229,252,665.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55,939,734.76 -260,206,913.56 1,498,719,129.44 1,815,351,66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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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56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25,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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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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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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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机电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9.82% 135,000,000 135,000,000   

中节能科技投

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3% 6,209,870 0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东

方阿尔法优势

产业混合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64% 5,555,509 0   

中信证券－中

信银行－中信

证券卓越成长

两年持有期混

合型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1.31% 4,450,584 0   

中国太平洋人

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

品 

其他 1.25% 4,227,122 0   

中节能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1% 3,750,000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09% 3,688,594 0   

中国工商银行

－南方绩优成

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00% 3,405,461 0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鹏

华新兴成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99% 3,341,241 0   

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三一零组

合 

其他 0.94% 3,171,827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中节能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和中节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为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企

业。除此以外,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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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1月3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配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证券预案的相关事项，为扩大公司的业务规模、优化业务结构和资产负债结构，提

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公司拟配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证券预案。上述事项经公司2021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2月1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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