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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酷特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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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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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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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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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酷特智能 股票代码 300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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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承铭 周佩佩 

办公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市红领大街 17 号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市红领大街 17 号 

传真 0532-88598088 0532-88598088 

电话 0532-88598088 0532-88598088 

电子信箱 info@kutesmart.com info@kutesmart.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要业务 

酷特智能的战略是打造 C2M 产业互联网平台生态，以酷特 C2M 产业互联网研究院为核心，进行产业互联网核心技术和基

础科学的研究。酷特智能以 3000 余人的自有服装工厂为试验室载体，用十多年的实践探索，实现了从 0 到 1 的蜕变，建立

了 C2M 产业互联网的核心能力，即智能制造、个性化定制解决方案和数字化治理体系。 

酷特智能的主要业务是围绕三大核心逻辑展开的： 

一，继续发力作为试验室载体的服装 C2M 产业互联网平台的建设和健康稳健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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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大科研投入，为酷特智能 C2M 产业互联网研究院跨行业研究继续提供支撑； 

三，资本赋能，除了服装之外，酷特智能新的产业互联网平台的建设，将基于两个前提：酷特 C2M 产业互联网研究院对

此行业能够进行技术赋能，并且产生全新的价值，同时酷特智能将用资本的形式进行战略投资赋能。通过以上三大核心原则，

酷特智能将为打造 C2M 产业互联网平台生态打下坚实的基础。 

（2）主要产品 

公司产品涵盖男士正装（男士西装、西裤、衬衫、风衣、大衣、马甲、裤子、夹克、毛衫、礼服等全品类）、女装(上

衣、裤子、衬衫、连衣裙、大衣、风衣、内衣等全品类)、童装，目前正在研发推进卫衣、T恤、运动裤等品类。 

（3）行业地位 

公司曾被评为工信部首批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企业、“发改委互联网+”创新案例、互联网工业的标杆性企业、制造业与互

联网融合发展工业电子商务平台试点示范企业，荣获“建国 70 年卓越贡献企业奖”、“世界物联网博览会新技术新产品成果

金奖”、“管理实践优秀奖”和“战略转型实践奖”等荣誉。公司的“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系统”入选国家工信部优秀大数据应

用解决方案，“数据驱动的服装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系统解决方案”成功入选大数据优秀产品和应用解决方案案例集。 

2021 年度，公司创新实践的“大批量定制”模式获得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2021 年国家级智能制造优秀场景”称号；

商务部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的《关于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商贸流通专项）评审结果》，酷特智能入选试点企业，

成为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企业；公司“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的酷特智能数据中心”入选山东省首批省级新型数据中心试

点建设名单；公司“酷特 C2M产业互联网平台模式”入选山东省大数据局公示的大数据创新应用典型场景；同时入选青岛市

2021 年新一代“青岛金花”和“青岛制造”品牌建设重点企业等称号和荣誉。 

公司曾参与制定了首个国家标准：由公司提出立项需求，参与起草编制了国内外首个关于定制的国家标准,也是首个服

装定制国家标准-《服装定制通用技术规范》。2021 年,公司参与国家市场监督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智能制

造制造对象标识解析系统应用指南》《智能制造个性化定制能力成熟度模型》《个性化定制分类指南》《信息技术远程运维技

术参考模型》《品牌管理要求》五项国家标准的制定；中国服装协会批准发布了 7 项 CNGA 标准，公司参与起草和编制了《服

装个性化定制 模块化设计规范》和《服装个性化定制 电子商务平台通用功能要求》两项标准。加之以往年度公布的《企业

品牌培育指南》《服装用人体测量基准点的获取方法》《服装用数字化人体图形要求》《服装定制通用技术规范》《服装用人体

测量的尺寸定义与方法》《婴幼儿服装用人体测量的尺寸定义与方法》，公司共参与制定十余项项国家标准，在服装个性化定

制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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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5,683,264.97 1,133,844,859.03 18.68% 763,020,001.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03,896,252.96 946,833,260.83 6.03% 583,637,318.56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592,953,402.06 625,794,503.04 -5.25% 535,143,604.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382,992.13 47,618,395.18 28.91% 68,674,248.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3,904,251.35 35,120,201.96 25.01% 62,086,572.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6,113,721.09 75,150,980.93 1.28% 95,371,214.1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 0.23 13.04% 0.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 0.23 13.04% 0.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30% 6.22% 0.08% 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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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815,879.66 144,052,540.26 137,850,493.12 163,234,48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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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362,659.51 13,269,661.87 9,038,560.52 19,712,110.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259,552.78 9,160,400.87 5,478,926.53 14,005,371.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51,350.94 10,128,645.96 20,877,875.35 38,555,84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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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9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6,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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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代理 境内自然人 14.93% 35,827,638 35,827,638   

深圳前海复星

瑞哲恒益投资

管理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14% 26,736,690    

张蕴蓝 境内自然人 10.23% 24,542,832 24,542,832   

张琰 境内自然人 9.80% 23,516,017 23,516,017   

中国科技产业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北京国

科瑞华战略性

新兴产业投资

基金（有限合

伙） 

其他 5.73% 13,740,000    

青岛高鹰天翔

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14% 7,543,165    

青岛以勒泰和

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14% 7,543,165    

深圳前海瑞霖

投资管理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97% 7,123,807    

德龙钢铁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0% 3,600,002    

深圳市达晨创

丰股权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9% 2,849,61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股东张代理同张蕴蓝为父女关系、张代理同张琰为父子关系、张蕴蓝同张琰为姐弟关系，

同时张代理、张蕴蓝、张琰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为一致行动人；青岛高鹰天翔投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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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青岛以勒泰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同一人控制的企业，

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2022 年 4 月 19 日，双方签署《一致行动协议解之解除协议》，不再

为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之间，公司未知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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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可参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青岛酷特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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