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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89                           证券简称：澄天伟业                           公告编号：2022-006 

深圳市澄天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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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会计师事务所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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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6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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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澄天伟业 股票代码 300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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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伟红 凡梦莹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高新南九道

10 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 10 栋 B3401-B3404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高新南九道

10 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 10 栋 B3401-B3404 

传真 0755-86596290 0755-86596290 

电话 0755-36900689-689 0755-36900689-689 

电子信箱 sec@ctwygroup.com sec@ctwygroup.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等 

1、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 

公司智能卡专用芯片所处的集成电路产业属于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是我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基础，也是我国战略性、

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近年来，国务院各部委颁布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

《信息产业发展指南》，为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2021年是中国“十四五”开局之年，在国内宏观经济运行良好的驱动下，国内集成电路产业继续保持快速、平稳增长态势，

2021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首次突破万亿元。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统计，2021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销售额为10458.3亿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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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增长18.2%。其中，设计业销售额为4519亿元，同比增长19.6%；制造业销售额为3176.3亿元，同比增长24.1%；封装测试

业销售额2763亿元，同比增长10.1%。2021年中国集成电路产品进出口都保持较高增速，根据海关统计，2021年中国进口集

成电路6354.8亿块，同比增长16.9%；进口金额4325.5亿美元，同比增长23.6%。2021年中国集成电路出口3107亿块，同比增

长19.6%，出口金额1537.9亿美元，同比增长32%。2021年，全球智能卡专用芯片市场稳中有升，同时，国产银行卡安全芯

片已逐步在国内各大商业银行实现大规模商用，国产智能卡专用芯片在占领国内市场的同时，也逐渐被海外市场所接受。此

外，随着物联网新应用场景的出现，消费者日常生活中的众多电子产品也都将接入互联网，万物互联对信息和连接的安全需

求更将拉动智能卡专用芯片出货量的增长。 

     2、公司所处行业地位及综合优劣势 

公司作为国际领先的从事智能卡和专用芯片生产、销售及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在智能制造领域，公司的管理水平、生

产技术、制造流程及经营规模均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并先后与国际智能卡系统公司形成良好、稳定和长期的合作关系，并努

力成为为全球用户提供值得信赖的智能卡产品和解决方案的国际化公司。 

公司智能卡专用芯片产品的上游是晶圆供应商和承载基带原材料供应商等，原材料价格波动直接影响公司产品成本。下

游是智能卡应用领域，智能卡应用场景的延伸将直接带动智能卡专用芯片需求的增长，其需求的不断改变也将推动本行业工

艺的创新。 

公司智能卡专用芯片项目已于2019年底建设完成，该项目投产后，公司将成为目前智能卡行业内覆盖智能卡专用芯片生

产、智能卡卡体生产及智能卡信息个人化的全产业链的企业，报告期内，公司专用芯片生产产能稳步爬升。 

（二）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业务及产品 

1、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是国际领先的从事智能卡和专用芯片生产、销售及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的产品与服务覆盖全球，为国际客

户的管理与运营提供坚实保障。公司在智能卡制造规模化、专业化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了涵盖芯片研发、设计、生产和智

能卡生产销售及终端应用开发的系统解决方案服务企业，是智能卡行业首家一站式服务供应商。公司作为国内较早从事智

能卡生产的企业，在制造技术、工艺流程、管理水平、经营规模以及国际化布局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公司与国际知名智能

卡系统公司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通过深圳、上海、宁波、香港、印度新德里和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等分、子公司为客

户提供优质产品及服务。 

     2、主要产品及用途 

公司主要产品为电信SIM卡、金融IC卡、证照ID卡等智能卡产品以及嵌入智能卡并储存、处理密钥信息的专用芯片等，

公司同时为合作伙伴提供智能卡综合制卡服务。公司主要产品和服务下游市场覆盖移动通信、金融支付、公共事业等智能

卡主要应用领域。公司率先实现行业内端到端的全产业链覆盖，为客户提供更完备的产品与服务。 

     3、公司经营模式 

公司专注于智能卡和专用芯片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依照国际、国家及行业标准和客户需求生产定制化产品，部分小

批量产品采用自主设计、委外加工的模式。公司的产品及服务通过以销定产的方式进行直销。 

公司智能卡专用芯片业务根据客户需求提供模块化的服务与产品，可模块化或者整体为客户提供智能卡专用芯片承载

基带、智能卡专用芯片封装服务或智能卡专用芯片。公司根据客户订单制定生产计划，由客户提供或者根据其要求采购晶

圆芯片，同时由公司自行采购生产承载基带和封装所需原辅材料，由公司进行智能卡专用芯片的生产。 

公司生产的智能卡专用芯片承载基带和智能卡专用芯片，用于公司为客户生产的智能卡或按其要求直接出货。 

     4、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1）公司进一步实施“延伸产业链、拓展新领域”的发展战略，优化公司产品结构，智能卡信息个人化软件服务与智能

卡专用芯片的收入占比逐步提升； 

（2）抓住芯片产业国产替代的重大战略机遇, 不断增强芯片业务综合竞争优势,在以SIM卡、银行卡、社保卡、交

通卡、身份证等为代表的智能卡芯片领域，国内运营商启动NFC-SIM卡市场，产品附加值提升； 

（3）公司积极拓展新客户，着眼于长期发展海外业务，海外收入占比进一步提升； 

（4）公司不断加大对智慧生产中心的投入，通过引进自动化设备，对生产中心进行技术改造升级，并且通过实施精细

化管理，生产效率进一步提升； 

（5）借助国家产业政策和资本市场的支持，在“十四五”期间，充分发挥上市公司技术、市场和资本优势；开拓物联网

终端产品、物联网流量管理平台等新业务，实现业务多元化，为公司业绩增长提供新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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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9,322,594.08 699,529,026.20 8.55% 706,207,646.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33,344,330.69 614,290,682.79 3.10% 601,228,42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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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423,042,881.82 349,029,365.88 21.21% 349,203,657.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855,452.56 23,594,276.58 -28.56% 47,686,109.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722,152.60 11,993,562.38 -10.60% 23,807,526.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456,877.46 72,767,454.90 -49.90% 55,825,885.4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21 -28.57% 0.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0.21 -28.57% 0.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1% 3.89% -1.18% 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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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809,929.86 117,505,154.13 99,304,390.08 122,423,407.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89,104.85 5,890,445.99 4,978,284.30 4,097,617.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39,101.48 5,527,213.91 2,027,735.59 2,728,101.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397,108.79 3,553,995.22 9,265,147.70 12,240,62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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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67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9,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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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澄天盛

业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1.25% 47,685,000  质押 4,539,000 

冯学裕 境内自然人 11.50% 13,288,460 9,966,345   

景在军 境内自然人 8.07% 9,328,008 7,931,480 质押 1,490,220 

冯澄天 境内自然人 3.61% 4,175,472    

徐士强 境内自然人 1.70% 1,968,432  质押 1,105,000 

李永光 境内自然人 1.38% 1,595,100    

冯学平 境内自然人 0.78% 905,774    

徐海鸥 境内自然人 0.65% 756,000    

深圳市澄天伟

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2021

其他 0.62% 72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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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员工持股计

划 

冯士珍 境内自然人 0.49% 565,77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冯学裕投资并控制深圳市澄天盛业投资有限公司澄天盛业，持有深圳市澄天盛业投资有 

限公司 65%股权； 

2、冯澄天，是冯学裕女儿，同时持有深圳市澄天盛业投资有限公司 35%的股权； 

3、冯士珍，是冯学裕的姐姐，是徐士强的配偶。 

4、景在军，是冯士珍、徐士强的女婿； 

5、冯学平，是冯学裕的哥哥。 

6、上述存在亲属关系的自然人股东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安排，但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中的规定，冯学裕与深圳市澄天盛业投资有限公司、冯澄天、冯士珍、冯学平、徐士强 

构成一致行动人；景在军与冯士珍、徐士强构成一致行动人。 

7、除上述关联关系之外，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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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21年6月2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披露的《关于预参与竞买股权暨重大资产重组的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23）。 

2、公司于2021年6月18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披露的《关于终止参与竞买股权暨重大资产重组的提

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24）。 

3、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公司股票424,000股已于 2021 年 7 月 5 日以非交易过户形式过户至公司 2021 年员

工持股计划专用证券账户。具体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6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2021年员工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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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计划非交易过户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5）。 

4、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后，公司注册资本由“6,800万元人民币”变更为“11,560万元人民币”，并已办理

完注册资本变更登记手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19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完成注

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8）。 

5、全资子公司澄天（慈溪）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600万元出资认购杭州华方柏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的合伙份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08月26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参

与认购基金份额暨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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