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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89                           证券简称：宇顺电子                            公告编号：2022-013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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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萌 董事 因生病请假 无 

董事林萌先生未出席本次会议，但其签署了《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 2021 年年度报告

的书面确认意见》，根据《证券法》第 82 条的要求，林萌先生保证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林萌先生对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内容没有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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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顺电子 股票代码 002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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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九成 刘芷然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深圳市软件产业基

地 1 栋 A 座 13 层 1302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深圳市软件产业基

地 1 栋 A 座 13 层 1302 

传真 0755-86028498 0755-86028498 

电话 0755-86028112 0755-86028112 

电子信箱 hujiucheng@szsuccess.com.cn liuzhiran@szsuccess.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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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报告期内公司所处的行业情况 

公司所处行业为“计算机、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行业。公司产品的经营模式为以销定产，随着终端应用产品的季

节性周期变化，公司主导产品相应产生一定的周期性变化。公司所属行业情况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第

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十一、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之“（一）行业格局和发展趋势”。 

2、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1）主要业务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主营业务为液晶显示屏及模组、触摸屏及模组、触摸显示一体化模组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主要涵盖

CTP（GFF/OGS/GG）、LCM一体模组、RTP/LCM一体模组、LCD（TN/HTN/STN/CSTN/TFT）及对应模组、TFT、

INCELL\ONCELL模组等，广泛应用于手持终端、智能POS、智能穿戴、智能家居、车载电子、数码产品、工业控制、医疗

电子、教育电子及其他消费类电子产品等领域。 

公司从事智能显示模组制造，主要为手持终端、智能POS、智能穿戴、智能家居、车载电子等制造商提供全方位触控显

示一体化解决方案，为客户提供多形态产品，满足客户全方位的产品需求。 

（2）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8,385.9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1.8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600.67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17.53%。 

2021年，经济受疫情反复、主要原材料玻璃、芯片供应紧张和价格上涨等的影响，对公司业务产生较大影响，公司积极

应对，以尽量落实经营计划，并及时调整备货策略，快速反应。业务方面，公司在报告期内深耕液晶显示模组业务在工业、

商业、医疗行业的应用，不断完善营销体系，获得了新老客户的认可；针对重点客户、重点行业，深入践行更快、更新、更

周到的服务理念，树立专业、可靠的品牌形象。2021年，公司虽未实现扭亏为盈，但实现了业务突破，营业收入、净利润与

上年同期相比都均有增加。 

①2021年，公司在巩固现有主营业务的基础上，在中尺寸TFT显示屏上进行了布局，增添了中尺寸生产设备，并实现量

产；紧抓市场机遇推动产品转型，加快触摸显示模组类客户的拓展，实现业务快速增长。 

②面对市场变化，主要原材料的价格上涨、供应紧张，公司积极应对，启动策略备货，最大限度的保障了主要客户的需

求，赢得了客户的信心。 

③客户拓展： 

1）报告期内，公司加强了智能家居、金融支付、医疗、WIFI模块类客户在触摸显示模组产品上的合作拓展，营销部门

根据不同的客户类型，采取不同的营销策略，及时了解客户需求，制定个性化方案，2021年实现了业务稳步增长； 

2）报告期内，针对家电类客户，首先确保业务稳定发展，快速响应客户需求，国内家电类客户业务较2020年度有所增

长； 

3）报告期内，针对国外客户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特点，不断推进差别化营销方式和加大沟通频次，已初现效果，医疗

类客户在日本市场的份额及欧美市场客户的销售额都有了较快增长，国外市场整体销售额较2020年实现了稳步增长。 

④根据原材料价格的变动趋势，快速推进与客户之间销售价格定价促进公司良性发展。 

2022年，受国际经济形势不确定、国内外疫情超预期变化等因素影响，国内外经济依然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可能导致

公司的出口和生产经营受到不利影响。公司将积极采取措施，持续关注行业发展态势，对行业和产业链可能出现的不利情况

进行预估，拟定应对措施，加强与市场的沟通，及时调整产品结构，灵活多变开展采购与销售，同时加大开拓大客户新项目

力度，进一步推动新业务、新产品的发展，努力改善业绩表现，以保障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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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912,085.36 361,431,567.94 -0.42% 411,619,641.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72,230,734.34 298,237,394.31 -8.72% 329,773,007.40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183,859,666.59 139,420,849.38 31.87% 204,480,296.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006,659.97 -31,535,613.09 17.53% 13,033,017.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632,947.48 -33,401,401.18 20.26% -75,092,1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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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983,372.17 160,540,952.85 -120.55% 85,299,992.0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28 -0.1125 17.51% 0.046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28 -0.1125 17.51% 0.04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12% -10.04% 0.92%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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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36,661.21 52,974,505.80 45,046,443.53 47,202,056.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04,269.35 -8,208,419.14 -3,298,979.21 -9,694,992.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181,959.77 -8,701,213.38 -3,649,342.04 -9,100,432.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997,290.74 -15,804,257.85 -3,595,173.68 4,413,35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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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73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4,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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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植融云（北

京）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42% 57,233,855 0   

中植产业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77% 24,585,656 0   

林萌 境内自然人 7.39% 20,706,000 15,529,500 
质押 20,706,000 

冻结 456,996 

张磊 境内自然人 2.88% 8,074,863 0   

魏连速 境内自然人 2.81% 7,861,635 0 质押 7,861,635 

中信里昂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资金 

境外法人 1.67% 4,692,501 0   

李梅兰 境内自然人 1.58% 4,436,991 0 质押 4,436,991 

李洁 境内自然人 1.03% 2,879,544 0 质押 2,879,544 

苗玲 境内自然人 1.00% 2,799,196 0   

林车 境内自然人 0.88% 2,465,007 0 质押 2,465,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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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中植融云（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中植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和

中植融云（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为同一控制人实际控制的企业；中植融云（北京）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中植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系一致行动人； 

2、股东魏连速将其所持股份的表决权委托给中植融云（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3、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林萌与李梅兰、李洁、林车具有关联关系，系一致行动人； 

4、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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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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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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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已于2021年12月2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关于实际控制人逝世的公告》，公司将密切关注后续事项的进

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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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无重大变化。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工作、经营情况及面临的风险等内容详见《2021

年年度报告全文》。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八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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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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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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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重要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