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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3026              证券简称：中晶科技              公告编号：2022-006 

浙江中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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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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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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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760000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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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晶科技 股票代码 003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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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志萍  

办公地址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太湖街道陆汇路 59号  

传真 0572-6508782  

电话 0572-6508789  

电子信箱 ir@mtcn.net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半导体硅材料及其制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当前主营业务的经营布局如下：半导体硅单晶生长及

晶棒加工以宁夏中晶为主要生产基地；半导体硅片加工以浙江中晶与西安中晶为核心，该业务在我国半导体分立器件用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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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材料的硅研磨片细分领域占据领先的市场地位；募投项目《高端分立器件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用单晶硅片项目》以中晶新

材料为实施主体，项目进展顺利，试生产后会积极安排客户验证和产品上量；江苏皋鑫在现有高频高压半导体芯片及器件产

品基础上，通过实施《器件芯片用硅扩散片、特种高压和车用高功率二极管生产项目》项目建设，扩大产能实施研发新品、

进一步丰富公司产品类型。公司作为专业的高品质半导体硅材料和半导体功率芯片及器件制造商，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全

国半导体设备和材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员单位，是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会员单位，在半导体硅材

料和半导体功率芯片及器件制造领域拥有多项核心技术和专利。公司核心管理团队长期致力于半导体硅材料和半导体功率芯

片及器件的研发与生产，在产品研发、生产工艺、质量控制等方面拥有完善的技术储备和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 

 

（二）公司主要产品及用途 

公司目前的主要产品为半导体硅材料及其制品，产品涵盖半导体晶棒、研磨片、化腐片、抛光片、半导体功率芯片及器

件等，公司半导体硅片产品是制造半导体芯片的重要基础材料，是支撑半导体产业发展最重要、应用最广泛的基础功能性材

料，主要应用于各类功率二极管、功率晶体管、大功率整流器、晶闸管、过压/过流保护器件等功率半导体器件，以及部分

传感器、光电子器件的制造；公司的半导体功率芯片及器件作为各类电子设备的关键零部件，广泛应用于微波炉、激光打印

机、复印机、CRT/TV显示器、X光机及大型医疗设备等领域。公司具有从晶棒到分立器件芯片产业链制造模式，不断为客户

提供高效优质全套的产品服务，为公司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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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8,648,176.45 844,011,865.29 47.94% 438,126,861.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79,072,100.85 747,351,229.84 4.24% 355,645,764.37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年 

营业收入 436,963,054.85 272,877,624.09 60.13% 223,533,897.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1,336,444.16 86,727,482.79 51.44% 66,896,871.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6,500,419.22 82,816,174.25 52.75% 60,287,757.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5,860,319.87 85,666,526.42 0.23% 73,226,875.3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32 1.16 13.79% 0.8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32 1.16 13.79% 0.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59% 21.74% -4.15% 2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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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765,684.46 99,909,743.62 128,784,684.92 123,502,941.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095,852.14 37,766,554.13 40,696,639.92 17,777,39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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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008,227.68 38,847,530.05 40,411,456.91 18,233,204.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740,318.81 22,390,896.33 23,881,481.33 15,847,62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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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7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1,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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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一俊 境内自然人 25.57% 25,505,100 25,505,100 质押 
4,000,0

00 

徐伟 境内自然人 11.99% 11,960,000 11,960,000   

隆基绿能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02% 9,000,000 0   

张明华 境内自然人 4.30% 4,285,000 0   

黄笑容 境内自然人 3.40% 3,394,500 2,769,300   

缪玉华 境内自然人 3.37% 3,359,800 0   

郭兵健 境内自然人 2.89% 2,878,493 2,391,000   

李志萍 境内自然人 2.14% 2,139,000 1,604,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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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9% 1,688,837 0   

周恩华 境内自然人 1.61% 1,601,9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徐一俊、徐伟系兄弟关系，且是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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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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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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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子公司宁夏中晶收购隆基股份子公司宁夏隆基部分资产，产能规模进一步扩展；公司对外投资合资设立

公司江苏皋鑫，产业链向下游延伸，产业布局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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