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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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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616,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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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艺股份 股票代码 002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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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裕辉 余敏珊 

办公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西海工业区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西海工业区 

传真 0757-22397895 0757-22397895 

电话 0757-26336931 0757-26336931 

电子信箱 jy@jingyimetal.com jy@jingyimetal.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2021年与2020年同期相比，国家疫情防控成果显著，公司生产经营稳定。公司严格落实疫情防控，牢牢守住安全防线，

经营策略上持续稳步增加销量，扩充区域市场份额，对内优化产业布局，实现了业绩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原材料电解铜价格

同比大幅上升，促使公司主要铜加工产品销售价格及销售毛利较上年同期上升。 

    公司继续构建供应链产业圈，以国家绿色供应链管理示范企业平台为依托，推动开展多产业、多形式联动的供应链产业

圈模式；积极优化调整客户结构，加大风险把控力度；不断深度挖掘供应链合作客户潜能，拓宽合作模式，提升企业盈利能

力。公司充分利用珠三角、长三角的区位优势，以大宗材料为主营，多模式运营将业务版图逐步扩大。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为6,715,535,791.49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62%，营业利润为72,912,282.70元，同比增长

31.65%，实现净利润 58,656,115.35 元，同比增长了3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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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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8,995,155.88 2,612,460,526.01 -0.13% 2,036,516,467.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77,058,332.18 1,219,034,059.58 4.76% 1,189,706,917.97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6,715,535,791.49 5,432,264,257.41 23.62% 5,125,596,178.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656,115.35 43,819,470.23 33.86% 50,998,867.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5,256,235.73 32,413,668.08 39.62% 38,054,909.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142,813.63 8,630,951.49 353.52% 8,657,517.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 0.17 35.29% 0.2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 0.17 35.29% 0.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0% 3.64% 1.06%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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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9,721,175.14 1,853,290,637.36 1,911,831,964.07 1,430,692,014.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964,572.30 18,095,479.73 13,120,432.89 1,475,630.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833,903.00 15,986,150.14 10,930,940.90 -494,758.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839,189.42 -45,707,082.13 12,964,524.90 116,724,56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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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57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5,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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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通三建控股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00% 75,184,700 0 质押 75,184,700 

北京宏远创佳 境内非国有 14.68% 36,800,000 0 质押 36,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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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有限公司 法人 冻结 36,800,000 

刘勇华 境内自然人 1.11% 2,779,333 0   

芜湖长元股权

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7% 2,683,939 0   

金文婷 境内自然人 0.92% 2,300,000 0   

苏州荣翔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7% 2,175,490 0   

李胜军 境内自然人 0.85% 2,126,900 0   

广东贵裕宝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2% 2,066,909 0   

马洪顺 境外自然人 0.80% 2,010,083 0   

MERRILL 

LYNCH 

INTERNATION
AL 

境外法人 0.63% 1,578,51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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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金文婷通过光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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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0,000

股。股东李胜军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763,000 股外，还通过开源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6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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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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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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