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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971                               证券简称：博亚精工                          公告编号：2022-031 

襄阳博亚精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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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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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变更为中汇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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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总股本 84,0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红利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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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亚精工 股票代码 300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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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涛  

办公地址 襄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天籁大道 3 号  

传真 0710-3256426  

电话 0710-3333670  

电子信箱 boyabgs@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板带成形加工精密装备及关键零部件和特种装备配套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形成了两大产品线、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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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种型号规格的精密制造体系；在钢铁、有色冶金行业的板带成形加工装备领域掌握了关键零部件制造技术和系统集成技术，

成功打破国际垄断、实现了国产化、具备自主知识产权，成为该领域高端装备制造商；在特种装备领域瞄准客户对于高性能

零部件的配套需求，将板带成形加工精密装备关键零部件的技术积累和制造经验运用于特种装备配套零部件的研发过程并不

断进行技术创新，成功研制出高性能、高可靠性的特种车辆配套零部件、结构件产品，有效保障和提升装备性能，在特种装

备配套领域建立了良好口碑与形象。 

公司的板带成形加工精密装备及关键零部件产品主要定位于钢铁、有色冶金行业高端装备及零部件，已经成功替代德国、

日本、意大利知名制造商的同类产品，其中部分装备及生产线机组产品成为了行业首创和标杆；公司与全球主要钢铁集团如

宝武钢铁集团、河钢集团、沙钢集团、鞍钢集团、首钢集团、日本制铁、韩国浦项制铁、印度JSW钢铁（印度京德勒西南钢

铁公司）等的直属或合资公司均有合作，还与世界综合性冶金装备制造巨头意大利达涅利集团、我国最大的冶金建设运营商

中国中冶集团的多家下属公司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他们承建的多个大型冶金项目中将公司作为板带成形加工精密装备

的配套供应商。 

公司的特种装备配套零部件产品主要为特种车辆关键零部件和结构件，这些零部件对特种车辆装备在特殊严苛环境中的

机动、适应性能有着重要影响，公司产品以过硬的质量和高可靠性在多种型号的特种车辆中广泛使用；公司配套的特种装备

历经多次实战演练和国家级重大活动的检验，包括建国60周年国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建军90周年、建国70周年国

庆等，其产品性能得到了特种装备使用单位的广泛认可，与中国兵器等装备总装单位下属主机厂建立了长期稳定的配套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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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8,040,442.91 731,273,540.35 56.99% 653,295,991.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97,418,734.78 498,715,910.08 79.95% 437,415,885.64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392,494,177.74 364,147,928.59 7.78% 295,621,646.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5,773,325.25 83,793,083.33 2.36% 72,659,986.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4,606,461.62 77,311,746.50 -3.50% 67,422,192.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6,124,557.35 50,296,439.34 71.23% 69,141,489.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10 1.33 -16.54% 1.1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110 1.33 -16.54% 1.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36% 17.90% -6.54% 1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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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491,562.03 101,339,772.23 75,434,369.77 130,228,473.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137,248.04 28,639,288.29 22,479,689.52 13,517,099.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19,553,578.85 22,569,597.85 21,898,776.21 10,584,5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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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498,464.13 53,659,805.77 38,982,809.38 13,980,40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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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88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8,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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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文喜 境内自然人 25.98% 21,826,000 21,826,000   

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丰年君悦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51% 4,630,112 4,630,112   

宁波丰年君盛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41% 3,703,888 3,703,888   

铜陵鸿鑫领享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57% 3,000,000 3,000,000   

王朝襄 境内自然人 3.40% 2,852,500 2,852,500   

武汉唯尔思股

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唯尔思壹号（咸

宁）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15% 2,647,000 2,647,000   

岑红 境内自然人 2.86% 2,400,000 2,400,000   

陈思立 境内自然人 2.68% 2,249,000 2,249,000   

田瑞红 境内自然人 2.55% 2,145,000 2,145,000   

中山泓华股权

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3% 1,200,000 1,2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股东李文喜与岑红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夫妻关系。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丰年君悦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宁波丰年君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丰年通达。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襄阳博亚精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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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   

2、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襄阳博亚精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1］253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襄阳博亚精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人

民币普通股股票在创业板上市的通知》（深证上〔2021〕392 号）同意，2021年4月15日，公司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股票2100万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股本由6300万股变更为8400 万股，证券

简称为“博亚精工”，证券代码为“300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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