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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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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600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7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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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富科技 股票代码 003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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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小霜  

办公地址 东莞市沙田镇稔洲村永茂村民小组  

传真 0769-3901 4531  

电话 0769-8916 4633  

电子信箱 Jinfu@jinfu-group.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塑料防盗瓶盖等塑料包装用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的主要产品为塑料防盗瓶盖。公司产品按照

应用领域的不同，主要可分为应用于瓶装纯净水、矿泉水的3025盖、2925盖、T2925盖、1881盖及1.555L瓶装水提手；应用

于桶装饮用水的PC桶装水盖、4.5L桶装水盖及4.5L桶装水提手；应用于瓶装功能饮料的38盖、1881盖；应用于玻璃瓶装、铝

瓶装等含气系列饮料包装新型拉环盖；应用于调味品系列（酱油、调料等）产品的两片盖等瓶盖；应用于软包装（糖浆、果

冻、食用油等）系列的阀门嘴盖、吸嘴盖及应用于空调压缩机的开关盖、接线柱胶盖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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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及主要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本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收购翔兆科技100%股权并纳入合并报

表，实现了新型拉环盖业务产品的规模化生产和销售，增加了公司主打产品品类。 

（二）公司主要产品及用途 

公司主要产品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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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根据客户订单情况、生产计划和原材料库存情况，结合原材料价格走势，合理安排采购计划。公司采购执行部门为

采购部，采购方式为直接采购。  

2、生产模式  

公司主要根据客户订单实施“以销定产，适当库存”的生产模式，同时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及预测安排生产计划。  

3、销售模式  

公司的销售模式为直销模式，由公司销售部负责直接与客户对接，负责客户开拓及维护，无销售代理情况。基于行业特

点，公司进入客户的供应商体系通常需要复杂的认证程序，一旦进入供应商体系之后，双方的合作通常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

的特点，客户与公司主要采取框架协议加订单的合作模式。  

4、研发模式  

公司通常会根据客户需求、市场的发展趋势开展或技术改进需求研发活动，具体研发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根据客户对

于新产品外观设计或结构性能上的独特要求，公司负责产品外观及功能性的具体开发，或在轻量化、密封性等方面进行针对

性的研发；二是公司根据市场的发展趋势或者发展需求，为开拓市场进行的前瞻性的新产品、新工艺的自主设计开发；三是

对生产设备的自主研发及技术改进，包括配套生产设备的关键技术节点以及瓶盖模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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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2,907,762.75 1,337,845,234.11 8.60% 852,866,642.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11,973,236.35 1,289,446,341.88 1.75% 710,920,067.72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659,388,290.28 514,361,903.74 28.20% 598,163,664.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1,326,894.47 88,208,974.16 37.54% 103,767,89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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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6,020,277.11 83,582,432.65 38.81% 101,045,329.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0,025,008.70 133,745,865.15 34.60% 156,490,792.0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7 0.44 6.82% 0.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7 0.44 6.82% 0.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45% 11.08% -1.63% 1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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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154,406.10 193,290,250.50 208,599,192.15 109,344,441.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338,840.16 33,955,804.15 45,231,492.17 19,800,757.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752,078.44 33,392,018.07 41,979,103.51 18,897,077.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753,974.10 23,530,127.33 88,077,288.62 74,171,56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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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69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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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金培 
境内自然

人 
52.79% 

137,265,8

00 
137,265,800   

陈婉如 
境内自然

人 
11.60% 

30,150,00

0 
30,150,000   

东莞倍升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88% 7,500,000 7,500,000   

东莞金盖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88% 7,500,000 7,500,000   

东莞红土创

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34% 6,078,900 0   

深圳市创新

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0% 2,605,300 0   

李永明 境内自然 0.38% 1,000,000 7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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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欧敬昌 
境内自然

人 
0.38% 1,000,000 750,000   

鲁振华 
境内自然

人 
0.38% 1,000,000 0   

黄振标 
境内自然

人 
0.21% 547,2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1.前十名股东中，陈金培、陈婉如、东莞倍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东莞金盖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互为关联方。陈金培、陈婉如和担任倍升投资、金盖投资执行事务合

伙人的陈珊珊女士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三人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陈金培、陈婉如和陈

珊珊合计控制公司发行后股份的 70.16%。 

东莞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和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互为关联方。 

2.除上述情况之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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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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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6 

三、重要事项 

详见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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