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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186                               证券简称：超达装备                           公告编号：2022-018 

南通超达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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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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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72,758,82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0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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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达装备 股票代码 301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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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巍巍  

办公地址 如皋市城南街道申徐村 1 组  

传真 0513-87735861  

电话 0513-87735878  

电子信箱 zq@chaodamould.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的主要业务、产品 

1、公司的主要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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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系国内领先的汽车内外饰模具供应商，主要从事模具、汽车检具、自动化工装设备及零部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公司主营业务以模具为核心，其中汽车内外饰模具是模具产品最主要的构成部分。汽车内外饰模具主要包括汽车软饰件模具

和发泡件模具，该类模具主要用于制造汽车顶棚、地毯、座椅、侧围、门板、行李箱内装件、底护板及汽车仪表板等。报告

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2、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公司主营业务以模具为核心，以汽车检具和自动化工装设备及零部件为延伸。公司主要产品包括：①模具；②汽车检具；

③自动化工装设备及零部件。 

2019年，公司新增汽车零部件产品。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未发生重大变化，主要产品及用途如下：  

产品分类 主要产品及用途 

模具 ①汽车内外饰模具 

A．汽车软饰件模具：主要用于生产汽车软饰件为主的内饰件，包括顶棚、

地毯、左右侧围、门板嵌饰板、备胎盖板、行李箱内装件、发动机舱内装件、

汽车仪表板以及各类隔音隔热件中的软饰件零部件。 

B．汽车座椅发泡模具：主要用于生产汽车座椅系统中的坐垫、靠背、头枕、

扶手等PU发泡件。 

C．汽车外饰件模具：主要用于生产以LFT（长纤维增强热塑性材料）、GMT

（玻纤毡增强热塑性塑料）等为材料的汽车保险杠、保险杠加强板以及底护

板等。 

②包装材料模具及其他模具 

主要用于生产包装材料用泡沫、建筑材料用泡沫、冷藏箱和工具盒中的保温

缓冲泡沫以及汽车保险杠芯材、防撞块、车门填充物、头枕芯材、遮阳板等。 

汽车检具 主要用于检测和评价对应汽车零部件或整车质量。 

自动化工装设备及零部件 ①自动化工装设备：各类汽车内饰的自动化生产设备或生产线，主要用于生

产对应内饰产品。 

②汽车零部件：主要包括动力电池箱体，主要用于承载及保护新能源汽车动

力电池模块。 

（二）报告期内公司所处行业情况 

1）模具行业发展情况 

模具是强迫金属或非金属成型的工具，主要用于高效、大批量生产工业产品中的有关零部件和制件，是工业生产中不可

或缺的特殊基础工艺装备。模具工业水平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制造业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国家的工业产品保持

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保证之一。模具在制造业中应用广泛，汽车、电子、电器、仪器仪表、家电、航空航天、建材、电机和通

讯器材等产品中，约60%-80%的零部件需要依靠模具加工成型。因此，模具被称为“工业之母”。 

模具行业属于技术、资金、人才密集行业，模具生产过程集精密制造、计算机技术、智能控制和绿色制造为一体。由于

模具成型具有高生产效率、高一致性、低耗成本以及可以实现较高的精度和复杂程度等优点，模具已成为汽车、电子电器、

IT产品、包装品、建筑装饰材料等产品制造业中最主要的制造工具。其中，汽车90%以上的零部件由模具制造，而模具成本

仅占整车销售价格的1%左右。模具是企业及产品制造业的 “效益放大器”，工业企业依靠模具生产出的最终产品的价值往往

是模具自身价值的几十倍、上百倍。因此，模具产品的制造水平和模具行业的科技水平反映了一个国家工业经济的发展水平。 

随着国家鼓励技术创新的政策逐步落实，政府对模具技术创新的支持投入逐年增加，对模具技术创新的金融服务逐步完

善。我国模具行业发展思路逐步由过去的技术模仿、跟踪，转向主要依靠自主创新提高产品技术含量，进而提升行业整体发

展水平。 

根据中国模具工业协会2021年6月发布的《模具行业“十四五”发展纲要》，中国“十一五”末就进入世界模具消费大国的

行列，“十三五”成为世界模具第一大消费国，约占世界模具消费量的三分之一。同时，中国作为第一大模具制造国，产值占

世界模具的三分之一，是国际模具采购中最具性价比的模具制造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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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汽车模具行业发展情况 

汽车模具被誉为“汽车工业之母”，是完成汽车零部件成型、实现汽车量产的关键装备，在汽车的开发、换型中担负着重

要职责。汽车生产中90%以上的零部件需要依靠模具成型。在美国、德国、日本等汽车制造业发达国家，汽车模具行业产值

占模具全行业产值40%以上，我国有1/3左右的模具产品为汽车行业服务。近年来，我国汽车工业的高速发展催生了汽车零

部件以及汽车模具市场的巨大需求，也推动了汽车模具行业的快速发展，使汽车模具行业的整体水平也得到迅速提升。 

汽车模具属于定制化产品，行业内企业主要采用“以销定产”的经营模式，其主要客户为整车厂与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下

游汽车整车市场的供求状态不会直接影响汽车模具的供需情况，但下游汽车工业的旺盛需求将为上游汽车模具行业持续发展

奠定良好的市场基础。 

2022年1月12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在国家工信部召开了线上新闻发布会，介绍了2021年汽车工业发展有关情况。2021

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08.20万辆和2627.50万辆，同比分别增长3.40%和3.80%，结束了2018年以来连续三年的下降局

面，为国家工业经济持续恢复发展、稳定宏观经济增长贡献了重要力量。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了2022年中国汽车市场趋势

分析报告，预测2022年中国汽车市场或将继续保持增长，产销量或将达到2750万辆，同比增长5%左右。汽车工业庞大的产

销规模为上游汽车模具行业提供巨大的市场空间。 

3）行业地位 

公司长期专注于汽车内外饰模具及其配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以模具业务为核心，以汽车检具和自动化

工装设备及零部件为延伸。公司主要客户为国内外知名汽车零部件企业，产品定位于中高端市场，具备为汽车整车厂及汽车

内外饰一级供应商同步开发模具等配套产品的能力，并可为客户提供“模具、检具、自动化工装”的整体解决方案。公司凭借

强大的技术研发团队、先进的硬件与软件装备、丰富的产品线、稳定的产品质量、快速的市场响应、方便快捷的售后服务等

优势，实现模具产业链的延伸和模具产品的规模化出口，获得客户的普遍认可与好评，在行业内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根据中国模具工业协会出具的《市场竞争力证明》显示，公司系国内领先的汽车内外饰模具供应商，在汽车软饰件及发泡件

模具领域的研发、设计、生产能力均处于行业第一方阵地位，亦是中国最大的汽车软饰件与发泡件模具供应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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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4,808,746.79 817,517,594.95 65.72% 757,280,050.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01,261,150.30 605,083,937.53 82.00% 538,676,848.57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437,656,760.08 451,614,295.08 -3.09% 447,411,390.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004,771.34 65,600,198.13 -26.82% 72,047,162.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4,274,671.58 56,846,121.03 -22.11% 69,287,985.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829,099.15 92,561,710.65 -119.26% 103,025,657.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8 1.20 -26.67% 1.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8 1.20 -26.67%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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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63% 11.46% -3.83% 1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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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000,949.86 120,027,381.95 99,250,695.25 120,377,733.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209,067.99 13,521,478.85 12,172,386.90 10,101,837.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519,925.90 11,266,872.49 11,509,236.84 10,978,636.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731,858.51 44,288,748.65 58,642.84 -18,444,63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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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1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3,763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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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建军 境内自然人 61.85% 45,000,000 45,000,000   

冯峰 境内自然人 6.87% 5,000,000 5,000,000   

南通市众达投

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14% 3,014,705 3,014,705   

冯丽丽 境内自然人 1.01% 735,294 735,294   

郭巍巍 境内自然人 0.67% 490,196 490,196   

廉健 境内自然人 0.50% 367,243 0   

杨岳峰 境内自然人 0.46% 335,400 0   

徐炜 境内自然人 0.34% 245,098 245,098   

闫昌利 境内自然人 0.29% 209,200 0   

袁乃兴 境内自然人 0.14% 104,2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冯建军、冯峰。股东冯建军与股东冯峰系父子

关系；股东冯丽丽系股东冯建军的妹妹，股东冯峰的姑姑；股东冯丽丽、郭巍巍、徐炜系公

司法人股东南通市众达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除以上情况外，未知其他

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关系。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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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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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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