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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锋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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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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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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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679,28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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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锋工具 股票代码 300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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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子怡 胡金秋 

办公地址 
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武原街道海兴东路 68

号 

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武原街道海兴东路 68

号 

传真 0573-86122456 0573-86122456 

电话 0573-86169505 0573-86169505 

电子信箱 pr@esttools.com pr@esttools.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的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的业务包括：精密复杂刃量具、精密高效刀具、精磨改制、技术开发工艺服务

（精密拉削服务、精密搓齿服务、车齿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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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主要产品及用途 

    公司的产品主要包括精密复杂刃量具和精密高效刀具两大类，精密复杂刃量具细分为拉削刀具、冷挤

压成型刀具、精密量具、切齿刀具四大系列，精密高效刀具细分为高效钻铣刀具、高效钢板钻、丝锥三大

系列。 

    公司产品主要的应用领域为：航空航天、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电站设备、精密机械、船舶、钢结

构、风电、国防装备等领域。 

    三、公司经营模式 

    机床工具行业为现代装备制造业的基础，其行业的经营模式依据产品的特性、销售渠道的种类可以进

行如下划分。就产品的特性而言，依据产品的技术特征，工具行业可以分为定制化生产经营模式和标准化

生产经营模式；就销售渠道而言，可以分为直销模式和经销模式。  

    四、公司产品市场地位和竞争力 

    公司专业专注精密刀具行业30多年，坚持从引进、消化、吸收到逐步自主开发、行业引领的技术路径，

坚持做专、做强、做大的发展思路，旨在改变进口精密刀具占据市场主导的行业现状，解决行业制约精密

刀具加工制造的核心短板装备卡脖子等瓶颈问题，目前在细分市场的多个刀具系列产品已经走在国内甚至

国际前列，从替代进口到当前的逐步走出国门，行业内具备较强的影响力和知名度。目前公司研制的拉削

刀具、冷挤压成型刀具、精密量具、切齿刀具等精密复杂刃量具以及高效钻铣刀具、高效钢板钻等精密高

效类产品已经成熟应用于国内汽车核心零部件、电站及舰船燃气轮机、航空发动机等各大主机厂。根据中

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工具分会统计，公司精密拉削刀具、花键量具产品连续十多年市场占有率国内第一。

其它各系列产品在细分领域深受市场认可。 

    在市场竞争力上，公司在产品体系和技术储备方面具备了较为突出的特色，主导产品不仅包含精密复

杂类刀具、精密量具，也包含精密高效钻铣刀具；公司在材料选用上优势明显，根据用户技术性能需求，

有多种髙速工具钢品种和多种硬质合金材质择优选用；在刀具表面强化技术上有突出优势，有复合处理、

离子处理、多种镀层等技术使刀具达到最优状态；公司还具有突出的多系列精密刀具的定制能力，尤其围

绕花键切削与测量整体解决方案、精密成型切削方面的技术实力突出，高精度、高效率、高可靠性、专业

化在国内已经成为恒锋精密刀具的代名词。相比国外竞争对手，公司的优势主要体现在能利用自身的地域

优势，为客户提供贴身的技术支撑和本土化的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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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2,526,938.06 1,252,352,622.62 17.58% 1,193,780,413.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01,362,073.22 1,073,017,328.53 11.96% 1,019,512,68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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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509,320,953.11 387,231,605.46 31.53% 351,693,734.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4,657,932.23 82,704,161.09 87.00% 128,961,329.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5,690,906.51 69,339,157.59 81.27% 92,445,394.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9,104,721.56 149,510,670.32 33.17% 107,892,335.7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3 0.50 86.00% 0.7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3 0.50 86.00% 0.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65% 7.93% 5.72% 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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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286,200.66 131,166,966.90 139,911,294.40 141,956,491.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746,728.62 42,442,356.20 44,946,012.03 46,522,835.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517,631.72 41,238,512.60 37,831,342.43 27,103,419.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373,964.79 43,808,467.79 29,977,216.81 80,945,07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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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51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5,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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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锋控股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9.43% 81,901,454    

陈尔容 境内自然人 8.72% 14,441,872 10,831,404   

陈子彦 境内自然人 8.72% 14,441,872 10,831,404   

陈子怡 境内自然人 5.81% 9,627,915 7,220,936   

郑国基 境外自然人 3.68% 6,089,701    

任艳萍 境内自然人 0.22% 361,300    

何忠意 境内自然人 0.12% 195,000    

UBS AG 境外法人 0.12% 193,895    

西南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11% 185,700    

夏雪琴 境内自然人 0.10% 170,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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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陈尔容、陈子彦、陈子怡存在关联关系，恒锋控股有限公司为三人共同持股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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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正在筹划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成都新成量工具有限公司51%-70%的股权，标的公司为中国机床工

具行业龙头骨干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具有完善的量刃具设计、研制、检测和制造能力，技术水平

和产品质量较高，在国内通用量具、螺纹工具领域中具有领先的行业地位。标的公司与公司为同行业公司，

与公司现有产品有较强的互补性。本次交易如能顺利完成，公司综合竞争力将显著加强，业务规模和盈利

水平也将有效提升。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交易事项最终能否顺利实施及具体实施进度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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