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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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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2022年4月25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拟定分配方案如下：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382元（含税）。截至2021年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1,246,210,166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254,002,600.00元（含税）。如在

该分配方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公司拟维持总分配

金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金额。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闻泰科技 600745 中茵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高雨 包子斌 

办公地址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亚中路777号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亚中路777号 

电话 0573-82582899 0573-82582899 

电子信箱 600745mail@wingtech.com 600745mail@wingtech.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公司半导体业务相关行业 



据芯谋研究发布的《中国功率分立器件市场年度报告 2022》显示，2021 年全球功率分立器件

市场迎来了大幅成长，尤其是中国功率分立器件市场，同步增速高达 46%。据芯谋研究数据，2021

年全球功率分立器件市场规模为 266 亿美元。其中中国功率分立器件市场营收为 111 亿美元，全

球市场占比为 41.6%，市场占比增加了 3.6 个百分点。 

2021 年全球半导体和全球功率半导体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来自全球半导体芯片涨价、全球半导

体产业链多环节囤货，以及 PC 和云服务器（居家办公、远程学习、在线游戏、小视频、安防监

控等）、5G 基础设施和 5G 手机与智能手机、汽车电子（尤其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工业电子

等各市场需求。 

2021 年全球半导体芯片缺货，尤其是汽车电子相关半导体芯片严重缺货，导致全球半导体芯

片价格大涨，尤其是汽车电子相关的半导体芯片价格狂飙。安世半导体抓住行业机遇积极调整市

场策略，2021 年营收同比大幅增长，全球排名上升 3 位，位居全球功率分立器件行业第 6 名。 

2、公司产品集成业务相关行业 

市场研究机构 Canalys 发布的《Canalys 2021 年度智能手机市场分析报告》显示，2021 年全

球智能手机出货量达 13.5 亿台，同比增长 7%。与此同时，Canalys 指出，2021 年度的智能手机平

均售价(ASP)同比提升达 10%。 

Canalys 的分析报告选取了 600 美金(去税)以上的价位段数据进行分析，从大盘上来看，600

美金(去税)以上价位段的智能手机出货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增长趋势，其中北美和中国的体量和增

量都是最大的。 

根据 Counterpoint 的 Market Monitor Service 的最新研究，2021 年全球智能手机市场收入超

过 4480 亿美元。即使组件短缺和新冠疫情限制继续扰乱全球供应链，它也同比增长 7% 和环比

增长 20%。 

智能手机平均售价 (ASP) 同比增长 12% 至 322 美元，主要是由于 5G 智能手机的份额更

高，其 ASP 明显高于 4G 机型。此外，随着小米、vivo、OPPO 和 realme 等 OEM 厂商专注

于满足印度、东南亚、拉丁美洲和东欧等新兴市场对平价 5G 智能手机的更大需求，2021 年发

布了更多支持 5G 的机型。因此支持 5G 的智能手机在 2021 年占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的 40% 

以上，而 2020 年这一比例为 18%。 

3、公司光学业务相关行业 

根据研究机构 TrendForce 发布的行业报告，2021 年全球手机摄像头模组出货已达 48.44 亿颗。

随着 5G 通信技术、智能驾驶技术、3D Sensing 技术、人工智能等新一代科技的快速发展及应用，

摄像头模组在消费电子、汽车、IoT 等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 

特别是汽车智能化浪潮将进一步推升车载摄像头的用量，而集中化架构将带动产品价格下降、

有利于实现更快速的推广。根据 Yole 数据，2025 年全球平均搭载摄像头数量预计达到 3.5 颗。

认为随着高级驾驶辅助系统（Advanced Driving Assistance System，以下简称“ADAS”） 逐渐升级

和加速渗透，叠加各车企硬件配置冗余性高，车载摄像头的量增将超预期，2025 年平均单车搭载



量有望达到 4.9 颗。 

根据全球乘用车销量及 ADAS 渗透率的测算，相关研究报告认为 2021 年车载摄像头模组市

场规模为 454 亿元，2025/2030 年将分别达到 922/1645 亿元，2021-2025 年复合年均增长率达 

19.4%。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前景。 

本公司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数字文化创意软件开发；电子专用材料研

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

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软件开发；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网络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移动

通信设备制造；移动终端设备制造；显示器件制造；智能家庭消费设备制造；数字家庭产品制造；

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物业

管理；酒店管理；电子产品销售；网络设备销售；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软件销售；智能无人

飞行器销售；智能车载设备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

物联网设备销售；可穿戴智能设备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饰零售；

金属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电子

元器件批发；电子元器件零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 

本公司提供的主要产品：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服务器、AIoT、汽车电子等智能终

端；半导体、新型电子元器件；光学模组。 

本公司提供主要劳务：移动通信、智能终端、半导体、电子元器件和材料等产品相关的技术

研发。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集成业务从事的主要业务系消费、工业、汽车等领域智能终端产品的研

发和制造业务；半导体业务板块从事的主要业务系半导体和新型电子元器件的研发和制造业务；

光学模组的研发和制造业务。 

公司经营模式是为全球主流品牌提供半导体、新型电子元器件、光学模组、智能手机、平板

电脑、笔记本电脑、智能硬件、AIoT 模块等产品研发设计和生产制造服务，包括新产品开发、ID

设计、结构设计、硬件研发、软件研发、生产制造、供应链管理。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72,575,882,491.56 59,890,549,958.92 21.18 65,131,751,909.2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33,698,714,094.37 29,059,595,380.92 15.96 21,189,373,052.84 

营业收入 52,728,649,531.06 51,706,626,949.92 1.98 41,578,163,284.38 

归属于上市公司 2,611,542,317.51 2,415,323,890.54 8.12 1,253,563,979.32 



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2,201,373,741.54 2,113,292,051.72 4.17 1,105,672,169.87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749,198,638.16 6,614,463,310.32 -73.55 4,620,035,505.64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8.39 9.74 减少1.35个百分点 19.51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2.11 2.06 2.43 1.7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2.11 2.06 2.43 1.76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1,991,336,491.54 12,777,609,902.81 13,876,850,036.90 14,082,853,099.8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651,720,512.89 580,727,130.55 808,887,105.28 570,207,568.7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669,833,248.00 512,316,874.14 751,025,444.00 268,198,175.40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94,833,184.76 -435,669,532.4 -259,709,533.75 2,839,410,889.07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2,18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5,889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闻天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0 153,946,037 12.35 0 质押 71,130,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无锡国联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无锡国

联集成电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0 121,555,915 9.75 121,555,915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天津工银国际资本经营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珠海融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0 92,420,040 7.42 92,420,04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昆明市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0 70,576,158 5.66 0 质押 55,193,6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7,917,687 62,268,348 5.00 0 无 0 境外法人 

合肥芯屏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4,952,300 49,006,286 3.93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张学政 0 37,000,000 2.97 0 质押 12,900,000 境内自然人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0 35,858,995 2.88 35,858,995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西藏风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323,711 14,181,524 1.14 14,181,524 质押 14,181,524 
境内非国有法

人 

西藏富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681,523 14,181,524 1.14 14,181,524 质押 14,181,524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张学政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公司控股股东闻天下、张秋红、张丹琳为一致行动人；2、珠

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与珠海融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互为一致行动人；3、西藏

风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西藏富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上海鹏欣智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互

为一致行动人。除上述关系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2,728,649,531.06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9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2,611,542,317.51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8.1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01,373,741.54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17%。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