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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福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摘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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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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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司 2021 年末总股本

4275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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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晶科技 股票代码 00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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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汉锋 薛汉锋 

办公地址 
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大道 89号福州软件园 F

区 9号楼 

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大道 89号福州软

件园 F区 9号楼 

传真 0591-83719323 0591-83719323 

电话 0591-83719323 0591-83719323 

电子信箱 securities@castech.com securities@castech.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主要从事晶体元器件、精密光学元件

及激光器件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2）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公司致力于为激光器厂商提供晶体、光学、器件产品等关键元器件一站式采购服

务，不断完善和丰富产品结构及品类，构建了品种较为齐全的产品体系。产品形态涵盖

了晶体元器件、精密光学元件和激光器件三大类，其中晶体元器件产品包括非线性光学

晶体、激光晶体、磁光晶体、双折射晶体、声光和电光晶体、闪烁晶体等多种功能晶体；

精密光学元件产品包括窗口片、反射镜、棱镜、偏振器、柱面镜、球面透镜、非球面透

镜、波片、分光镜、衍射光栅及其他特色光学元件等；激光器件产品主要包括磁光器件、

声光器件、电光器件、驱动器、光纤传输系统、光开关、光学镜头等。公司产品主要用

于固体激光器、光纤激光器的制造，是前述激光器系统的核心元器件，部分精密光学元

件应用于光通讯、AR、激光雷达、半导体设备和科研等领域。 

（3）公司产品市场地位、竞争优势与劣势 

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公司在晶体生长、光学加工、器件合成、市场营销、技术

服务、业务管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晶体、精密光学和激光器件产品完善

的加工链和供货能力。产品已被相干、光谱物理、通快、IPG、大族激光、英诺激光、

英谷激光、华日激光、锐科激光、创鑫激光、杰普特等国内外知名激光器公司广泛采用。

公司与客户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客户中享有良好的声誉，并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

象。公司品牌“CASTECH”已在全球激光界树立了高技术、高品质、优服务的市场形象，

核心晶体产品被国际业界誉为“中国牌”晶体。晶体核心产品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其中

LBO、BBO 全球市场占有率第一；精密光学产品业务规模稳步提升；自主研发的声光器件、

磁光器件等器件产品获得紫外激光器、光纤激光器、超快激光器及光通讯客户的认可并

实现批量供应，部分器件产品打破国外厂商垄断局面并实现国产替代。随着产品体系的

丰富和完善，公司综合竞争能力进一步增强，成为业内少数能够为激光客户提供“晶体

+光学元件+激光器件”一站式综合服务的供应商。 

公司竞争优势详见年报全文“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三、核心竞争力分

析”。公司竞争劣势主要是处于产业链上游，市场空间和业务发展依赖下游应用拉动，

以及如年报全文“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十一、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中所述

可能面临的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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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7,644,882.70 1,193,304,751.01 15.45% 1,081,354,532.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219,766,234.32 1,069,699,799.68 14.03% 969,182,183.01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营业收入 688,700,431.33 546,455,792.73 26.03% 501,145,707.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91,365,503.03 143,683,449.40 33.19% 134,521,610.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0,285,910.36 130,442,608.52 38.21% 120,420,410.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55,376,148.09 154,922,817.49 0.29% 106,161,814.5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476 0.3361 33.17% 0.314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476 0.3361 33.17% 0.31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73% 14.09% 
上升 2.64

个百分点 
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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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876,864.87 188,077,620.57 191,661,832.95 144,084,112.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905,421.14 55,446,412.56 59,328,413.67 30,685,255.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5,174,829.43 53,134,208.53 54,351,292.01 27,625,580.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434,483.30 52,298,238.94 35,057,863.90 53,585,56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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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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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2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53,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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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国有法人 23.35% 99,806,21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74% 7,421,639    

皇甫翎 境内自然人 1.22% 5,229,200    

冯国尤 境内自然人 0.61% 2,600,000    

陈辉 境内自然人 0.56% 2,374,198 1,780,648   

高万立 境内自然人 0.44% 1,902,300    

张治美 境内自然人 0.35% 1,500,000    

廖崇清 境内自然人 0.34% 1,468,800    

谢发利 境内自然人 0.33% 1,422,782    

胡金浩 境内自然人 0.30% 1,288,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和控

股股东，陈辉为公司董事长，谢发利为公司副董事长（报告期内换届

离任）；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股东张治美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500000股，股东廖崇清通过信用

证券账户持有 1468800股，股东胡金浩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28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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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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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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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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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营收中占比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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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福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辉 

2022 年 4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