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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93                             证券简称：佳士科技                             公告编号：2022-022 

深圳市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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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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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未发生变更，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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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623,641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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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士科技 股票代码 300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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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锐 麻丹华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桃园路田厦国际中心 A 栋
1606-1610 

深圳市南山区桃园路田厦国际中心 A 栋
1606-1610 

传真 0755-21674250 0755-21674250 

电话 0755-21674251 0755-21674251 

电子信箱 jasiczqb@jasic.com.cn jasiczqb@jasi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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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营业务和主要产品 

公司是国内焊割设备制造领域的领先企业，主营业务为焊割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以及焊割配件、焊接材料和焊接机

器人的销售。公司主要产品为电焊机、焊割配件、焊接材料和焊接机器人，其中电焊机涵盖了气保焊系列、氩弧焊系列、手

工焊系列、埋弧焊系列和等离子切割系列。公司产品系列丰富，种类齐全，涵盖高中低端各种机型，可以满足客户不同的焊

接需求。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船舶制造、石油化工、工程机械、车辆制造、压力容器、铁路建设、五金加工等行业。报告期

内公司主营业务、主要产品及用途未发生变化。 

（二）行业发展趋势 

随着我国制造强国战略的实施，“智能制造”理念逐渐深入人心，焊割设备行业作为集电力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自

动化控制技术、数字化技术及智能化技术于一体的生产制造行业，面临着向“智能制造”全面转型升级。国家发展改革委修

订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发布的《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6-2020 年）》、

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布的《广东省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5-2025 年）》等相关政策，也为我国焊接设备的高新技术开发和产

品结构优化指明了方向。未来焊割设备行业的发展趋势主要如下：（1）自动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信息化焊割设备

成为潮流，将在未来占据主要市场地位；（2）焊割设备向高效、节能、环保方向发展，焊接工艺性能成为技术竞争焦点；（3）

多用途、多功能、智能化的焊割成套设备需求将更为旺盛；（4）随着下游客户对焊接要求的不断提高，为用户提供整体焊接

解决方案成为新发展趋势。 

（三）公司产品市场地位 

公司在国内焊割设备制造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具备较强的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并已实现规模化生产。公司紧跟行业发

展趋势，在数字化领域持续进行研发投入，是国内第一家在通用焊接领域全系列推出数字化产品的企业，JET20、EVO20 等

系列产品的推出标志着公司向数字化焊接全速迈进。数字化焊接有利于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公司将凭借资本优势、技术

优势和渠道优势，抓住政策和市场机遇，加速推进数字化产品进程，拓展高端工业焊机应用领域，不断强化公司在焊接领域

的竞争优势，确立国际一流品牌地位。 

（四）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为 1,249,347,145.27 元，较上年增长 22.45%；营业利润为 226,695,124.83 元，较上年增长

17.84%；利润总额为 226,964,100.10 元，较上年增长 20.3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00,473,971.95 元，较上年增

长 23.33%。公司收入和利润双增长的主要原因为销售的增长，报告期内国内营销中心实现销售收入 633,966,083.04 元，较

上年增长 18.85%，国际营销中心实现销售收入 592,055,711.56 元，较上年增长 2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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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8,307,906.20 2,696,683,208.82 3.40% 2,766,172,039.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55,289,106.98 2,253,599,555.96 0.07% 2,341,063,352.38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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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1,249,347,145.27 1,020,262,386.15 22.45% 965,557,154.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0,473,971.95 162,547,422.34 23.33% 207,669,714.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2,703,500.11 130,709,714.04 24.48% 172,438,518.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3,267,845.11 234,269,899.82 -68.73% 217,116,538.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1 0.34 20.59% 0.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0 0.33 21.21% 0.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32% 7.32% 2.00% 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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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596,900.73 367,752,314.27 316,166,142.60 261,831,787.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669,853.04 66,316,913.03 61,509,138.53 15,978,067.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2,689,857.67 57,869,819.32 55,109,503.71 7,034,319.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397,574.30 24,676,515.23 -22,591,308.58 35,785,06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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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5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9,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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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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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磊 境内自然人 14.37% 69,378,339 52,033,754   

深圳市千鑫恒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37% 50,088,026  冻结 50,088,026 

徐爱平 境内自然人 9.74% 47,058,00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新

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3.23% 15,580,49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价值驱动

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55% 12,309,17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

德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27% 10,947,30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

德趋势优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22% 10,705,96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价值精选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96% 9,486,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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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其他 1.80% 8,703,83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价值优势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72% 8,313,04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潘磊先生与徐爱平女士构成一致行动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

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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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1 年 3 月 20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注销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的公告》。本次注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

28,452,446 股, 占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 5.6130%。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506,901,310 股变更为 478,448,864 股。截

至报告期末，公司已完成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注销手续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2021 年 11 月 1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

方案的议案》。截至报告期末，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1,458,000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0.3019%，最高成交价为 12.87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2.18 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18,381,868 元（不含交

易费用）。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尚未实施完毕。 

3、2021 年 12 月 23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股东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暨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潘磊先

生与徐爱平女士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协议》，徐爱平女士将其所持有公司 47,058,006 股股份的表决权在委托期限内无偿且不

可撤销地委托潘磊先生行使。本次《表决权委托协议》生效后，公司由无实际控制人变更为潘磊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潘

磊先生和徐爱平女士承诺在未来 36 个月内将不减持公司股份。 

4、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新设全资子公司常州市佳士科技产业有限公司和惠州市亿沃科技有限公司，前述两个子公司分别

在常州和惠州成功竞拍取得国有工业土地用于筹建常州佳士工业园和惠州亿沃工业园，目前两个工业园筹建工作正按计划推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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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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