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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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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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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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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泰电源 股票代码 30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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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坤 邓婕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天辰路 1633 号 上海市青浦区天辰路 1633 号 

传真 021-69758500 021-69758500 

电话 021-69758012 021-69758019 

电子信箱 xukun@cooltechsh.com dengjie@cooltechsh.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2021年，受益于全球新冠疫苗接种，疫情相对缓解。在欧美等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宽松、国内疫情受控的情况下，我国发

电机组形成全球供应链替代，出口市场增长明显。国内疫情相对稳定，市场受到新基建拉动，也实现较大幅度增长。但是受

到大宗商品及有色金属涨价的情况下，行业上游供应商多次上调材料价格，发电机组产品成本普遍上升明显。同时，发电机

组行业经过3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比较完善的行业体系，属于充分竞争市场。头部几家国际品牌均已在国内设厂，利用自身

规模优势，大幅降低国内项目投标价格和毛利水平。因此，在市场端，发电机组产品作为通信、数据中心、高端制造、交通

枢纽等领域的备用电源，以及石油勘探、工程建设、大型活动等领域的移动电源，市场需求持续存在，并具备新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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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润端，随着竞争的日益加剧，以及原材料价格上涨影响，毛利水平有继续下降的趋势。公司作为行业内少数几家国内上

市企业之一，经过多年发展，在技术、渠道、品牌、项目经验、资本实力等方面积累了竞争优势，在国内中高端市场中行业

地位排名靠前，尤其在通信、数据中心等细分市场具备良好的先发优势。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一主两翼、投资助推”的战略，集中优势资源，巩固电力设备制造业务，进一步提升工程安装、后

市场服务等能力，逐步向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发展；积极关注和发掘新能源、储能等市场机会，为业务开展奠定基础；同时，

通过投资对项目进行调整和布局，以助推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 

（1）电力设备业务 

公司专业从事发电机组及相关电力设备产品的开发、设计、生产和销售，具有柴油发电机组、车载电源、开关柜等成熟

电力设备产品以及混合能源、分布式电站等新型电力系统的设计、制造和运维能力，标准化、智能化、环保性、高品质是公

司产品的主要特点。在提供产品的基础上，公司可根据客户需要提供技术咨询、培训、工程安装、维护保养等各项服务。 

发电机组产品及服务是公司的核心业务，产品形态包括标准型机组、静音型机组、移动发电车、拖车型机组、集装箱型

机组、方舱型机组等，可作为备用电源、移动电源、替代电源，广泛应用于通信、数据中心、高端制造、电力、石油石化、

交通运输、工程、港口、船舶等行业和领域。备用电源主要针对通信基站、数据中心、金融、高端制造等对供电可靠性要求

较高的领域，在市电突发故障时为核心设备提供后备供电；移动电源主要面向石油勘探、工程建设、重大活动供电、抗险救

灾等户外作业场景，为客户提供高机动性的供电方案；替代电源主要针对海岛、哨所、偏远地区、中东、非洲等没有市电或

缺乏市电区域的用电需求，为当地的生产生活提供主供电源。  

输配电产品是公司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10kV中压开关柜、400V低压开关柜、低压密集型母线柜、接地电阻柜、

非标箱等，可为客户提供电力成套设备、配电元器件、关键电源以及相关系统服务，整体配电系统产品和解决方案可广泛应

用于电厂、电网、石化、采矿、数据中心、轨道交通、商业楼宇、民用住宅等行业的输电、变电、配电环节。 

车载电源业务是公司一直以来的重要业务构成部分。近年来，专用车公司以原有的车载电源业务为基础，利用已取得的

车辆改装资质，整合供应链资源，开发冷藏车、环卫车等专用车产品，并向高空作业车、电力检测车、移动箱变车、旁路作

业车、机场电源车等领域进行拓展。同时，结合国家新能源政策，积极参与氢能车、储能车等新型专用车产品的开发。目前，

专用车公司国六产品公告齐全并将持续新增；专用车产品在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市政建设、国家应急救援、广电通信、矿

产开发等领域都有应用。 

（2）新能源及储能业务 

报告期内，精虹科技对市场进行了初步的规划和有益的探索。通过业务梳理，综合考虑市场环境、自身经验、集团资源

等因素，精虹科技以电池系统制造（模组+BMS）和产品成套作为业务切入点，将业务方向定位于小动力电池、储能等领域，

目标细分市场包括峰谷差套利的储能应用、绿色出行的小动力电池和储充电站、工程机械电动化等，在继续做好前期遗留事

项跟进处理的基础上，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积极进行业务机会的早期接触洽谈和生产准备工作，审慎尝试业务开展。2021

年度，精虹科技完成了产线的重新安装调试工作，积极对接供应商资源，取得部分订单并完成了样机的生产交付工作，为后

续业务的正式开展准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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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3,215,428.44 1,241,892,184.92 12.18% 1,655,906,916.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59,944,376.16 755,595,291.29 0.58% 942,727,073.10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952,949,491.39 702,130,777.96 35.72% 1,047,590,309.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441,279.51 -170,449,932.75 104.95% 3,302,027.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10,654.38 -163,122,774.58 98.52% -28,502,85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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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7,143,157.75 -31,198,803.08 667.79% 25,184,161.6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64 -0.5327 104.96% 0.010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64 -0.5327 104.96% 0.01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1% -20.26% 21.37%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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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144,811.08 241,506,147.34 188,627,518.25 334,671,014.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06,844.43 6,356,634.96 3,293,876.68 -4,016,076.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75,792.64 4,884,904.64 3,383,501.21 -13,154,852.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322,850.03 100,582,499.43 -499,041.76 129,382,55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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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41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2,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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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泰控股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2.76% 104,840,000    

新疆荣旭泰投资有限

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7.08% 22,645,200    

汕头市盈动电气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4% 8,140,100    

许乃强 境内自然人 0.80% 2,548,200 2,548,200   

姚瑛 境内自然人 0.70% 2,230,000    

陈嘉莉 境内自然人 0.22% 691,800    

罗香娥 境内自然人 0.21% 662,900    

赵彦 境内自然人 0.19% 614,800    

熊艳 境内自然人 0.18% 576,700    

张华斌 境内自然人 0.15% 482,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姚瑛女士为科泰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30%以上股东严伟立先生配偶的兄弟姐妹。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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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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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谢松峰）：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22年 4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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