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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41                               证券简称：贤丰控股                           公告编号：2022-021 

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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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贤丰控股 股票代码 00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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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丹妮 温秋萍 

办公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28号荣超

经贸中心 33 楼 08 单元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28号荣超

经贸中心 33 楼 08 单元 

传真 0755-83255175 0755-83255175 

电话 0755-23900666 0755-83139666 

电子信箱 stock@sz002141.com stock@sz002141.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微细漆包线业务和兽用疫苗业务，业务运营主体分别为下属控股子公司珠海蓉胜超微线材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珠海蓉胜”）、成都史纪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史纪生物”），相关业务的主要情况如下所述： 

（一）微细漆包线业务 

珠海蓉胜作为微细漆包线领域的本土高新技术企业之一，目前已具备规模化生产能力及独特的技术和制造核心能力。珠

海蓉胜主要产品为薄漆膜低温低压型微细漆包线，包含五大类不同漆膜种类及自粘线，产品主要应用于家电、通讯设备、高

铁航空、汽车电子、计算机、办公和个人电子产品相配套的继电器、微特电机等精密电子元器件。珠海蓉胜产品主要以“铜

价+加工费”为产品定价原则，其中铜价根据市场价格会有周期波动。 

从市场供求上讲，近年来漆包线业务全球市场趋于成熟，增长幅度缓慢，珠海蓉胜微细漆包线业务收入基本保持在10

亿元左右。近两年叠加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该业务领域增长动力不足，现有主导产品存在同质化严重、价格竞争进

一步加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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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品成本上讲，珠海蓉胜漆包线产品以铜为主要原材料，自2020年3月以来，原料铜价格的大幅增长，使得漆包线业

务对资金需求进一步上升。在漆包线业务获利空间无法短时间内提高的情况下，随着融资成本不断上升，珠海蓉胜承受的资

金压力加重，在一定程度上会使业务规模的扩张受到制约。 

（二）兽用疫苗业务 

史纪生物的主要产品为猪用、禽用常规疫苗，拥有猪瘟（稳常佳）、腹泻（利力佳）、圆环（圆力佳）、蓝耳（蓝福佳、

蓝宁佳）、伪狂犬（威力佳）等在内的大部分猪用疫苗产品生产批文，其产品在市场上具有良好的口碑。史纪生物建立有基

因工程表达平台（大肠杆菌、酵母、杆状病毒、CHO表达）、细胞大规模悬浮培养工艺平台（细胞微载体、纯悬浮）、抗原

纯化工艺平台、冻干工艺研究平台、细菌大规模发酵工艺平台等，并拥有相关先进工艺技术。史纪生物基于上述平台开展涵

盖猪用、禽用、水生动物相关的基因工程亚单位疫苗、多联多价活疫苗/灭活疫苗的研究，其中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灭活疫

苗（CH-1a株）于2021年6月30日获得生产批文。随着近年来史纪生物蓝耳灭活苗、腹泻二联活苗、伪狂变异株活苗、细小

病毒灭活苗和链球菌灭活苗等新产品的注册和逐步上市，以及报告期内史纪生物按照新版GMP标准对生产线进行改造升级

的完成，史纪生物不仅可以提供更多高品质的产品，还可以为市场和客户提供更多的解决方案，市场地位和品牌影响力有望

得以快速提升。 

除了产品的品类丰富和品质提升之外，史纪生物兽用疫苗业务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还有大客户的开发和维护。报告期内

史纪生物聚焦终端客户的营销工作，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加强了营销团队和营销网络建设，调整了区域团队划

分，强化终端客户拜访和产品验证等考核激励措施，扩大了技术服务团队，设立了兽医诊断服务中心，组织大客户开发管理

培训强化了产品知识，提升了服务能力。 

报告期内受到非洲猪瘟疫情和新冠疫情所带来的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史纪生物的兽用疫苗销售随着生猪养殖业的起伏有

周期性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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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4,959,827.53 1,167,240,757.94 19.51% 1,894,103,606.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03,637,142.31 781,105,388.84 2.88% 1,432,911,950.20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1,469,710,678.10 963,661,415.21 52.51% 989,540,672.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190,245.40 -544,631,457.22 105.36% 8,007,426.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201,547.00 -209,359,983.33 107.26% -4,137,894.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483,842.83 -113,072,205.75 109.27% 45,316,181.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57 -0.4800 105.35% 0.00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57 -0.4800 105.35% 0.00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7% -48.89% 52.56%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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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798,252.98 415,175,004.37 391,220,245.26 350,517,175.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93,041.82 4,150,154.34 9,147,217.48 11,199,831.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19,280.68 4,683,988.21 7,878,110.93 3,358,728.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954,968.13 -19,325,122.96 -11,879,817.29 25,733,81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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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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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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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36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上一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5,25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参见注 8）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参见注 8） 

0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报告期末持

股数量 

报告期内

增减变动

情况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持有无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广东贤丰控股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6.03% 295,358,647 0 0 295,358,647 

质押 292,200,000 

冻结 295,358,647 

贤丰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03% 159,152,000 0 0 159,152,000 

质押 114,000,000 

冻结 159,152,000 

大成创新资本－

招商银行－博源

恒丰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7.24% 82,122,783 -16,330,100  0 82,122,783   

南方资本－宁波

银行－蓉胜超微

定向增发 2 号专

项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5.09% 57,773,061 -16,066,600  0 57,773,061   

南方资本－宁波

银行－梁雄健 
其他 2.39% 27,084,228 -3,313,100  0 27,084,228   

深圳市云图资产

管理服务有限公

司－云图优选

12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17% 13,219,307 13,219,307 0 13,219,307   

广州微分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7% 7,558,300 7,558,300 0 7,558,300   

黄国良 境内自然人 0.62% 7,075,100 7,075,100 0 7,075,100   

广州启沃商贸发

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2% 7,000,000 7,000,000 0 7,000,000   

萧巧当 境内自然人 0.61% 6,966,300 6,966,300 0 6,966,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除广东贤丰控股有限公司为贤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外，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深圳市云图资产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云图优选 1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公司股份 0 股，通过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3,219,307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3,219,307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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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一直致力于寻求持续健康发展的产业赛道，积极推动公司实现战略转型，2021年是公司战略转型布局的关键之年。

公司于报告期实施跨行并购进入动保行业兽用疫苗领域，并筹划战略性退出微细漆包线业务，整合优势资源布局新能源产业

链三元前驱体业务，进一步完善公司业务架构。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6,971.0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2.51%；营业成本125,958.8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41.01%；期间费用18,537.2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4.7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048.38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109.2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919.02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105.36%。公司经营情况同比扭亏为盈的主要原因为：

报告期内子公司珠海蓉胜漆包线业务订单增长；并入史纪生物的利润；本报告期未发生去年同期相关大额资产减值计提事项

和处置股权导致的大额非经常性损益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情况和重大事项概述如下： 

（一）微细漆包线业务发展回暖，筹划实施战略转型 

报告期内，国家鼓励以国内大循环为主题，大行业形成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全球经济的综合环境

影响导致部分制造业订单向国内转移，公司微细漆包线业务订单充足，业绩回暖，2021年度珠海蓉胜合并层面实现营业收入

136,967.83万元，同比增长42.2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2,731.71万元，相比去年实现扭亏为盈。 

鉴于多年来公司微细漆包线业务规模、管理、技术、设备等方面未能实现明显突破，为了优化上市公司业务结构，聚拢

优势资源推动业绩的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报告期内公司与在漆包线领域具有良好品牌声誉和先进工艺技术的德国企业SFG签

订《股权转让协议》，将所持珠海蓉胜全部股权作价55,242.53万元进行转让，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已严格按照

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法律法规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截止报告期末，本次交易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尚待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经营者集中审查批准方能最终成功实施。 

（二）兽用疫苗业务市场前景良好，新赛道助力盈利提升 

兽用疫苗企业属于“菜篮子工程”的上游企业，事关国计民生，国家历来十分重视和鼓励发展。在养殖企业逐渐规模化

与集约化的大背景下，兽用疫苗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为开拓新的利润增长点，逐步实现多元化发展、稳健经营及分散风险

的目标，贤丰控股于2021年一季度通过并购产品成熟、业务体系相对完整、研发实力较强的史纪生物，顺势切入新赛道动保

行业，开展兽用疫苗业务。 

报告期内，双疫（新冠和非洲猪瘟）所带来的不确定因素对兽用疫苗企业的生产经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史纪生物从满

足客户的需求、为客户创造价值出发，以安全、有效的完善系列产品与解决方案及服务，积极维护和拓展核心客户，实现营

业收入14,230.7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3.06%；实现净利润5,307.64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98%；史纪生物从第二季度开始

合并至上市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利润1,652.43万元（考虑评估增值影响），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公司的整体盈利水平。 

（三）新能源产业链新布局，完善业务架构 

报告期内公司并购基金丰盈惠富、丰盈信德所投资的项目逐步回收投资资金并实现退出，并购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丰

盈基金在报告期内启动并完成了解散、清算基金项目的相关工作。与此同时，公司持续推动深圳新能源及惠州新能源解散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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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相关工作，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公司推动惠州新能源盘活资产清偿债务相关工作已取得有效进展，深圳新能源及惠州新能

源锂离子富集材料有关业务的破产清算相关工作有望进一步推进，符合公司布局新能源领域动力电池核心材料提供商的整体

战略需要。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是我国减少石油消耗和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举措之一，中央和各级政府对新能源汽车及其

配套设施建设的大力支持，良好的政策环境促使锂电池行业迎来广阔的发展前景与巨大的市场空间，直接带动锂电需求的高

速增长，锂电上游产业受益明显。为增强公司主营业务抵御周期性风险能力，在经济波动影响的考验中平衡风险，公司积极

寻找有相关产业经验的合作方合作，探寻完善公司业务布局的可行性。报告期内公司与锂离子电池正负极材料供应商贝特瑞

合作设立控股子公司贤丰新材料，推动贤丰新材料与宜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达成合作，通过设立控股孙公司宜

昌新材料在宜昌高新管委会所辖白洋工业园投资建设5万吨三元高镍前驱体项目及配套工程，充分发挥合作各方的优势，实

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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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之签署页） 

 

 

 

 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韩桃子 

 2022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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