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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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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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铭普光磁 股票代码 002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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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丹 张智慧 

办公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石排镇东园大道石排段 157

号 1 号楼 

广东省东莞市石排镇东园大道石排段 157

号 1 号楼 

传真 0769-81701563 0769-81701563 

电话 0769-86921000 0769-86921000 

电子信箱 ir@mnc-tek.com.cn ir@mnc-tek.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营业务 

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及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从事通信磁性元器件、通信光电部件、通信供电系统设备及通

信电源适配器的研发、制造及销售。 

针对光磁通信元器件产品的发展现状，公司始终坚持技术领先、品质领先的市场战略，形成了以技术储备为基础、以通信技

术为主体、以高端应用为核心的产品技术战略。公司积累了优质的客户资源，与国内外知名企业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公

司秉承以“为客户做极致”的经营理念，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与服务。 

（二）主要产品 

公司拥有通信磁性元器件、通信光电部件、通信供电系统设备及通信电源四大类产品。公司以通信网络技术为基础、产品开

发设计为先导、光磁通信元器件为核心、与通信网络设备制造商同步开发为特色，形成了光磁通信元器件、通信供电系统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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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及通信电源适配器的产业模式，为接入网、主干网、城域网、光纤交换机、光纤收发器、数字电视光纤拉远系统以及电脑

主板，网络交换机，路由器，电视机顶盒，终端通讯设备，网络数据通讯行业提供系列化的通信磁性元器件、通信光电部件

及通信供电系统设备、通信电源适配器等产品。 

在新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发展背景和市场需求趋势下，公司将基于传统产品和技术积累，整合新资源、打造新动能，向“数

字化”和“新能源”两个领域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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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1,405,380.78 2,479,968,272.55 14.17% 1,886,004,798.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05,723,529.43 1,063,824,345.37 -5.46% 1,075,393,477.93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2,234,042,600.80 1,688,902,719.23 32.28% 1,400,862,935.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7,991,367.00 4,343,551.43 -1,435.11% 26,970,464.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2,388,432.77 -4,976,909.63 -1,756.34% 19,193,674.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3,498,905.26 24,402,985.73 242.17% 275,156,933.0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61 0.0207 -1,433.82% 0.128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61 0.0207 -1,433.82% 0.12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60% 0.41% -6.01%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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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887,953.22 598,277,015.94 595,878,768.21 559,998,863.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02,057.09 8,079,350.86 5,836,153.21 -67,004,813.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090,782.22 7,028,027.43 4,618,056.05 -97,943,734.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091,173.15 -49,186,161.42 88,054,169.75 80,722,07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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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53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2,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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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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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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先进 境内自然人 38.42% 80,678,138 71,511,103 质押 21,800,000 

焦彩红 境内自然人 2.97% 6,239,362 0   

深圳市达晨创

恒股权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4% 2,610,212 0   

深圳市达晨创

瑞股权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8% 2,479,317 0   

深圳市达晨创

泰股权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5% 2,201,920 0   

中国国际金融

香港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客

户资金 2 

境外法人 0.93% 1,956,576 0   

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49% 1,021,859 0   

刘宇 境内自然人 0.40% 844,800 0   

王中华 境内自然人 0.38% 801,391 0   

王素华 境内自然人 0.24% 503,4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自然人股东杨先进与焦彩红为夫妻关系，是公司实际控制人。 深圳市达晨创恒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深圳市达晨创泰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达晨创瑞股权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为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管理的企业。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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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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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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