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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15                             证券简称：登云股份                             公告编号：2022-020 

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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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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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云股份 股票代码 002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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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福如 胡磊 

办公地址 怀集县怀城镇登云亭 怀集县怀城镇登云亭 

传真 0758-5865855 0758-5865855 

电话 0758-5525368 0758-5525368 

电子信箱 dengyun@huaijivalve.com hulei@huaijivalv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营业务及经营模式  

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主营业务为汽车发动机进排气门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气
门主要用于启动和关闭发动机工作过程中的进气道和排气道，控制燃料混合气或空气的进入以及废气的排

出，长期在高压、高温、腐蚀环境中频繁的往复运动，承受强烈的冲击和剧烈的摩擦，气门质量的好坏直

接影响到汽车的扭矩、油耗、寿命等重要工作性能，是影响发动机可靠性、安全性的关键零部件之一，被
形象地称为“汽车的心脏瓣膜”。气门广泛应用于汽车、摩托车、农业机械、工程建筑机械、船舶、铁道

内燃机、石油钻机和内燃机发电机组等领域。 

公司产品市场主要分为国内主机配套市场和出口市场，目前已与康明斯、卡特彼勒、潍柴、锡柴、玉

柴、中国一汽、东安汽车等国内外著名整车及主机制造厂商提供了产品配套服务。出口产品覆盖欧、美、
日车系大部分机型，远销美国、意大利、英国、日本、巴西、阿根廷、墨西哥、中东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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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此外公司在美国设立全资子公司Huaiji Engine Valve USA,Inc.，以自有品牌在美国市场销售。 

2021年3月，公司收购北京黄龙，进入黄金矿采选等相关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模式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二）行业发展阶段及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1、行业发展概况 

公司所处行业为汽车行业，行业的整体发展直接影响着公司的业绩。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 

2021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08.2万辆和2627.5万辆，同比分别增长3.4%和3.8%，结束了2018年以来

连续三年的下降局面。我国汽车产销总量已经连续13年位居全球第一。我国作为汽车大国的地位进一步巩
固，正向汽车强国迈进。2021年，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2140.8万辆和2148.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7.1%和6.5%，

增幅高于行业增速3.7和2.7个百分点；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467.4万辆和479.3万辆，同比下降10.7%和

6.6%。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354.5万辆和352.1万辆，同比均增长1.6倍，市场渗透率为13.4%，同比增
长8个百分点。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增长迅速，达到333.4万辆，占新能源汽车总量的94.69%，随着纯电动乘

用车发展的加速，乘用车汽油机市场将受到较大冲击，需求量逐步减少，而柴油机具有能量密度大、综合

效率高的特点，从节约能源、降低燃料成本来说比汽油机更符合节能减排的政策精神因而更具有推广价值，
此外柴油机的大功率、高价值优势，使得纯电动汽车难以取代其在重型货车、工程机械等市场的地位。未

来预计国内外主要气门制造商将会把业务重心转向商用车的柴油机、燃气机气门市场，将导致该细分市场

的竞争加剧。目前的市场发展趋势，符合公司一直以来的判断，公司已于2016年开始制定并实施了“重点
发展汽车、工程机械、大型农业机械等高效率、大功率、高技术含量的柴油发动机气门、新能源多介质燃

料发动机气门，确保中高档汽油机气门市场份额的战略规划”，使用公司在柴油机气门及燃气机气门市场

上具备了较强的竞争优势。 

2、公司发展与行业发展的匹配性 

在上述产品战略的支撑下，公司气门业务2021年实现销售收入42,493.99万元，同比增长了14.50%，

其中配套柴油机气门产品实现销售收入24,581.78万元，同比增长17.86%，配套天然气机气门产品实现销

售收入2,153.42万元，同比增长13.70%，符合公司产品结构调整战略，使公司获得了持续稳定的发展。 

3、行业发展预测 

根据中汽协“2022中国汽车市场发展预测峰会”的研究成果：2022年我国汽车总销量预计将达到2750

万辆，同比增长5%左右，继续保持增长。其中，乘用车为2300万辆，同比增长7%；商用车为450万辆，同

比下降6%；新能源汽车将达到500万辆，同比增长42%，市场占有率有望超过18%。其中有5大利好因素支撑
持续稳增长局面：一是我国宏观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保障了汽车市场持续增长；二是汽车市

场潜力巨大，需求依然旺盛；三是疫情防控措施常态化，由疫情带来的市场影响逐渐减弱；四是伴随芯片

短缺逐渐缓解，汽车供给能力将进一步得到释放；五是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旺盛，进一步推动汽车销量稳

定增长。 

2022年，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实施，基础设施建设增多，对商用车、重型工程机械的需
求量增大，将促进柴油机气门产品市场的发展；新能源混合动力汽车的发展，将促进燃气发动机气门的需

求；国际汽车发动机厂继续全球采购，合资品牌汽车发动机厂继续加大国产化，国六标准的推行及潍柴、

卡特彼勒等重大顾客提出的和核心供应商构建战略联盟及向世界级供应商发展的理念，将有助于公司等一

线气门供应商进一步提高市场份额。 

4、公司行业地位 

公司及全资公司被认定为 “国家汽车零部件出口基地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国内燃机零

部件行业排头兵企业”、“广东省专精特新企业”等。公司多个产品被认定为广东省高新技术新产品，公司

“登云牌”产品远销国内外市场，连续多年获得主机厂授予的“核心供应商”、“年度优秀供应商”、“最佳

合作奖”、“卓越质量表现奖”、“同步开发优秀奖”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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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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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1,014,787,233.92 734,571,723.61 38.15% 713,594,700.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14,326,540.46 508,720,429.31 1.10% 493,153,998.70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485,497,959.09 372,654,175.71 30.28% 335,695,249.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886,031.98 15,339,324.29 -55.11% 3,730,364.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171,542.89 948,387.12 339.86% -1,974,380.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890,787.76 60,705,926.06 -32.64% 37,280,470.8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99 0.1112 -55.13% 0.027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99 0.1112 -55.13% 0.02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4% 3.06% -1.72% 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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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100,497.98 122,194,966.35 99,303,777.01 148,898,717.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35,349.78 -319,742.19 -2,549,873.84 5,420,298.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48,939.54 -1,302,481.49 -4,001,018.27 5,426,103.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069,995.38 20,004,597.24 -3,379,974.29 37,336,16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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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82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8,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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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科正润投

资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1.63% 

29,843,01
3 

0 质押 18,831,707 

北京维华祥

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8.38% 

11,563,11

9 
0 质押 11,563,119 

张弢 
境内自然

人 
7.26% 

10,024,48
0 

0 质押 9,056,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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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洪先 
境内自然

人 
3.89% 5,366,057 0 质押 3,498,257 

赵文劼 
境内自然

人 
3.17% 4,378,650 0 质押 4,378,650 

李盘生 
境内自然

人 
2.30% 3,167,154 0 质押 3,167,154 

邱子聪 
境内自然

人 
1.95% 2,686,000 0   

李虹 
境内自然

人 
1.74% 2,400,000 0   

罗天友 
境内自然

人 
1.67% 2,299,455 0 质押 2,296,455 

孙娜 
境内自然

人 
1.20% 1,65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1、上述股东张弢、欧洪先、李盘生、罗天友为公司十名一致行动人之一。北京维华祥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与赵文劼为一致行动人。2、对于上述其他股东，公司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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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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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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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