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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59                           证券简称：洁美科技                           公告编号：2022-015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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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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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021,307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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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洁美科技 股票代码 002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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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君刚 欧荣芳 

办公地址 

浙江省安吉经济开发区阳光工业园区浙江洁美电

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大关路

100 号绿地中央广场 10 幢 24 层 

浙江省安吉经济开发区阳光工业园区浙江洁美电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大关路 100

号绿地中央广场 10 幢 24 层 

传真 0571-88155859 0571-88155859 

电话 0571-87759593 0571-87759593 

电子信箱 jm001450@zjjm.cn/002859@zjjm.cn jm000272@zjjm.cn/002859@zjj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公司主营业务为电子元器件薄型载带及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主要包括纸质载带、胶带、

塑料载带、转移胶带（离型膜）、流延膜等系列产品，主要应用于集成电路、片式电子元器件等电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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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公司是专业为集成电路、片式电子元器件企业配套生产薄型载带系列产品及转移胶带（离型膜）产

品的企业，为全球客户提供电子元器件使用及制程所需耗材的一站式服务和整体解决方案。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和主要产品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公司经营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按业务流程和经营体系构建了以股份公司为主体各子公司分工协作的经营模式。1、

采购模式：对主要原材料采用集中采购的模式，根据生产量的需求结合市场价格走势判断，分批次集中采

购；对辅料主要采用实时采购的模式，公司根据辅料的库存情况以及生产需要实时从现货市场上进行采购；

2、生产模式：公司采用“以销定产、适度库存”的生产模式，主要根据客户的订单组织产品生产；3、销售

模式：公司主要采用订单式销售，根据客户订单要求的规格、数量组织生产，公司的订单式销售具体又可

进一步细分为内销和外销等模式。 

（三）公司所处行业竞争地位 

公司以持续的技术研发创新为核心，优质的产品质量为保障，稳定的客户资源为依托，良好的人才及

技术储备为基础，在电子元器件薄型载带、离型膜及流延膜等产品的设计制造水平、业务销售规模、配套

服务能力等多方面处于同行业前列，在行业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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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8,967,863.52 3,244,777,723.78 24.48% 2,104,568,277.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35,375,817.70 1,889,016,861.83 13.04% 1,584,601,082.87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1,861,403,828.65 1,425,518,877.92 30.58% 948,519,530.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8,951,443.82 289,251,188.98 34.47% 117,951,468.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79,888,144.07 279,241,900.68 36.04% 109,136,751.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6,483,867.73 250,536,521.42 66.24% 337,211,519.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6 0.71 35.21% 0.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2 0.71 29.58% 0.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38% 16.95% 2.43% 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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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7,018,708.85 537,497,101.37 483,071,861.22 403,816,157.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4,100,970.27 128,441,626.95 107,208,869.65 59,199,97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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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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650,249.03 127,737,147.50 106,735,076.64 52,765,670.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1,090,743.20 133,539,851.79 128,604,974.15 73,248,29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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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14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8,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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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元龙股权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9.12% 201,421,240    

方隽云 境内自然人 2.27% 9,292,336 6,969,252   

安吉百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8% 6,896,52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38% 5,652,059    

友邦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分红 其他 1.24% 5,095,8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丰华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4% 4,264,596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六零二一组合 其他 0.73% 3,000,12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领先优势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5% 2,659,617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三零三组合 其他 0.60% 2,479,96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主题

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2% 2,1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浙江元龙股权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安吉百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同属于公司实际控制

人方隽云控制，除此以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

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元龙股权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共持有公司股份 201,421,240 股，占公司总股

本 49.12%。其中通过招商证券融资融券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6,000,000 股，占其所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的 12.91%，占公司总股本 410,020,847 股（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 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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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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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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