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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1 年度，公司董事会依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董

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制度的规定，切实履行股

东大会赋予的董事会职责，勤勉尽责地开展各项工作，推动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

展。现将公司董事会 2021年度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报告期内总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面对复杂多变的宏观环境和疫情反复等不利因素，公司在董事会

的领导下，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定位，将风险管控放在首要位置，笃定坚

守、精耕细作，推进各项业务稳健发展，圆满完成年初制定的经营目标和计划。 

一是进一步梳理公司内部管理制度，优化岗位说明书，规范员工培训考核机

制，提升管理效率；加大力度引进本科以上学历技术人员，充实公司人才队伍建

设；每月举行安全生产会议，加强安全教育培训，积极配合政府疫情防控相关工

作，提升全体员工安全生产责任意识，保障公司业务有序开展。 

二是持续投入研发资源，开展新产品和原有产品品质改善的研发工作，保持

科技创新优势和产品竞争力。在开展内部自主研发的同时，与物构所等科研院所

开展联合研发，积极申报国家及地方各类产业示范及科研项目。公司与物构所合

作完成的《超低吸收光电功能晶体材料关键技术》项目与应用获得 2022 年度福建

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与深圳大学、大族激光、深圳技术大学联合完成的《百瓦

级紫外皮秒/纳秒激光器关键技术及系列智能制造装备》项目获得 2021 年度广东

省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三是加强管理体系建设和运行，报告期内顺利通过了 ISO9001、ISO14001 换

证审核和 ISO45001、IATF16949 体系监督审核，推动 MES 管理系统建设，规范业

务流程，保障公司产品品质稳定。公司成立的光电材料分析测试中心于 2021 年 9

月获得了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实验室认可证书，在激光光学元

件领域的七个项目检测能力（透过率、反射率、波前畸变、面形偏差、低温、高

温、湿热）获得了 CNAS 认可。 



四是为满足未来发展的厂房空间需求，积极推动二期 D楼改扩建的相关申请

工作，计划通过提高园区容积率，改扩建部分建筑以增加厂房空间。目前已完成

总体设计、地质勘探等相关工作，并向政府相关部门申报工程规划许可证，后续

将继续积极跟进，争取尽快动工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围绕晶体-光学-激光器件“三驾马车”战略和年初制定

的经营计划，紧抓下游市场快速发展的契机，推行晶体、光学、器件一站式服务

营销方案，以完善的综合服务能力积极争取市场。公司研制的 200MHz 保偏光纤耦

合型声光调制器获得“2021 激光加工行业—荣格技术创新奖”；多通道声光调制

器获得“OFweek2021 年度激光行业激光元件、配件及组件技术创新奖”；公司荣获

杰普特集团 2021 年度供应商最佳交付奖表彰，被苏州贝林激光评为 2021 年度优

秀供应商。公司的产品和服务获得了市场的广泛认可。 

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68,870.04 万元，比上年增长 26.03%。三大业务板块

均实现不同程度的增长，晶体、光学和器件产品营收分别比上年增长 17.94% 、

36.41%和 26.45%；国内业务和出口业务分别增长 28.28%和 23.27%，占总营收分别

为比 56.08%和 43.9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136.55 万元，比上

年增长 33.19%。实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537.61 万元，比上年增长

0.29%。 

二、报告期内董事会主要工作回顾 

鉴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公司于 2021 年 5月 20 日召开的 2020 年度股东

大会完成了董事会换届选举，成立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届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

成，其中独立董事三名，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中

独立董事人数过半并且由独立董事担任召集人。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完成了

总经理、副总经理、董秘、财务总监等高管的聘任，董事会及高管成员换届工作

程序合法，设置科学合规，确保公司治理结构稳定，有效保障公司规范运作。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1 年度，公司共召开五次董事会会议，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和决议内容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具体情况如下： 

会议届次 召开日期 召开方式 审议议案 



五届十二

次董事会 
2021-4-22 现场会议 

《公司 2020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公司 2020 年度

董事会工作报告》、《公司 2020年度报告及摘要》、《公

司 2020 年度决算》、《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 2020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公司 2020 年内部

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公司 2021 年度预算及工作计

划》、《关于聘请 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关于申

请 2021 年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关

于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董事会

秘书工作制度》、《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

案》、《关于修订<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

案》、《未来三年（2021-2023年度）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关于提名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

提议召开 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六届一次

董事会 
2021-5-20 现场会议 

《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的议案》、

《关于成立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关于

聘任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关

于聘任财务总监的议案》、《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及证

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关于聘任内审负责人的议案》 

六届二次

董事会 
2021-08-20 通讯表决 

《关于执行新租赁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议案》、

《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关于对子公司福建睿创

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六届三次

董事会 
2021-10-25 通讯表决 《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 

六届四次

董事会 
2021-11-26 通讯表决 

《关于提名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二）董事会对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 

2021 年度，公司董事会召集并召开了两次股东大会会议，采用了现场会议与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并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为广大投资者参与股

东大会表决提供便利，切实保障了中小投资者的参与权和监督权，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议案在报告期内均已如期实施。 

会议届次 召开日期 召开方式 审议议案 

2020年度

股东大会 
2021-5-20 

现场+网

络投票 

《公司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公司 2020年度

监事会工作报告》、《公司 2020年度报告及摘要》、《公

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公司2021年度预算及工作计划》、《关于聘请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关于申请 2021年授信额度的

议案》、《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关于



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未来三年

（2021-2023年度）股东分红回报规划》、选举第六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选

举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2021年第

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 

2021-12-14 
现场+网

络投票 

《关于选举邱超凡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三）董事会及各专门委员会履职情况 

1、董事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

等开展工作，勤勉尽责，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的重大治理和经营决策提

出了相关建议，经过充分沟通讨论，形成一致意见，并坚决监督和推动董事会决

议的执行，确保决策科学、及时、高效，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独立董事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的规定，忠实履行职责。本着对公司、股东负责的态度，

勤勉尽责，积极出席相关会议，认真审议各项议案，客观地发表意见及建议，积

极深入公司现场调查，了解公司生产经营、内部控制等情况及董事会决议、股东

会决议的执行情况，并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做出独立、公正的判断。在报告期内，

就公司关联交易（含预计）、关联方资金占用及对外担保、董监高薪酬、聘任会

计师事务所、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利润分配方案、聘任高管、关于执行新会

计准则等事项进行审核并出具了独立董事意见。 

2、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履职情况 

委员会

名称 

成员情

况 

召开

会议

次数 

召开日期 会议内容 
提出的重要意见

和建议 

其他

履行

职责

的情

况 

异议事项

具体情况

（如有） 

审计委

员会 

李文、

陈炳玉 
3 

2021年 02

月 20日 

年审会计师进场前沟通、

审阅内审负责人提交的

2020年度总结和 2021年

度工作计划 

根据法规指引要

求，结合公司实

际情况，指导审

计和内审工作有

序开展。 

无 无 

2021年 04

月 22日 

会计师出具审计报告初

稿后沟通 

同意审计沟通事

项 
无 无 



2021年 04

月 22日 

审阅 2021年第一季度报

表、审查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资质 

对 2021年一季度

报表无异议，提

议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 

无 无 

审计委

员会 

朱霖、

张健、

陈炳玉 

3 

2021年 05

月 20日 

审查内审负责人任职资

格并提名 
同意提名 无 无 

2021年 08

月 20日 

审议《关于执行新租赁准

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

的议案》、审阅 2021年半

年度财务报告 

同意执行新租赁

准则的会计政策

变更，对 2021年

半年度财务报告

无异议 

无 无 

2021年 10

月 25日 

审阅 2021年第三季度财

务报表 

对 2021年三季度

报表无异议。 
无 无 

提名委

员会 

陈炳

玉、李

文 

1 
2021年 04

月 22日 

审查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候选人任职资格 
同意提名 无 无 

提名委

员会 

陈炳

玉、张

健、朱

霖 

1 
2021年 05

月 20日 

审查第六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聘任高管的任职

资格 

同意提名 无 无 

提名委

员会 

陈炳

玉、朱

霖 

1 
2021年 11

月 26日 

审查补选董事会候选人

的任职资格 
同意提名 无 无 

薪酬与

考核委

员会 

陈金

山、陈

炳玉 

1 
2021年 04

月 22日 

审查 2020年度董事、高

管薪酬发放情况 

对 2020年度董

事、高管薪酬考

核、发放无异议 

无 无 

战略委

员会 

陈辉、

陈秋

华、张

健、朱

霖、陈

嘉 

1 
2021年 08

月 20日 

审议《关于对子公司福建

睿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增资的议案》 

同意通过子公司

管理团队增资提

升管理团队积极

性。 

无 无 

（四）公司信息披露情况 

董事会依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信息披露管理制度》，认真自觉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严把信息披露关，切实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和透明度。2021 年度共

披露 37项公告，其中定期报告 4项，临时公告 33 项，挂网披露文件 70 项，信息

披露及时、准确，全年未出现重大差错，未发生补充公告和更正公告的情形。 

（五）投资者关系管理情况 



公司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以信息披露、专线电话、互动易平台、投资

者关系邮箱等多渠道与投资者保持的互动和沟通；妥善安排投资者到公司现场参

观、座谈、调研等，并切实做好未公开信息的保密工作。2021 年 5 月，公司组织

部分董事和高管举办 2020 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和“2021 年度福建辖区上市公司投

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互动交流。公司董事、监事和全

体高管人员认真执行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的有关规定，并注重信息传递保密

性，全年未发生信息泄漏和内幕信息知情人员违规买卖股票的情形。 

（六）公司规范化治理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制定公司治理

相关制度。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层责权分明、各司其职、

协调运营、科学决策，为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报告期内，修订了《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和《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制定了《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根据公司

业务发展需要，变更了公司经营范围并完成工商备案登记。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的整体运作规范，独立性强，信息披露合规，公司治

理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要求，公司治理

的实际状况与中国证监会发布的有关上市公司治理的规范性文件不存在重大差异。 

三、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展望 

2022 年，公司董事会将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

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要求，持续发挥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引领作用，勤勉尽责、

坚定信心，致力于提升公司质量，为股东、员工、客户和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

一是加强公司治理建设，坚持科学决策，确保公司规范运作；二是聚焦主业，推

进公司业务发展和经营目标实现；三是发挥对经营层的考核监督作用，保证公司

生产经营工作有序开展，提高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四是进一步提升信息披露质量，

增强公司透明度，构建与投资者之间良好的互动关系。 

 

福建福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4月 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