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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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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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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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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盾股份 股票代码 30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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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美丽 戚丽雅 

办公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章镇镇工业园区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章镇镇工业园区 

传真 0575-82952018 0575-82952018 

电话 0575-82952012 0575-82952012 

电子信箱 zqb@jindunfan.com zqb@jindunfan.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高端智能通风系统装备制造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军民融合示范企业。公司一直

以来走科技创新发展之路，长期与浙江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国内重点高校和科研院

所合作，开展通风系统装备的关键基础技术研究，拥有100多项专利技术，多个项目获得省部级科技成果

一、二等奖；金盾股份-浙江大学技术研发中心，专注重大国防装备通风设备的关键技术攻关，取得了显

著进展，为军工用通风装备的推广应用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公司生产的智能、高效、节能通风系统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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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应用于地铁、隧道、军工、核电等国家重点配套工程。 

2021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9亿，其中通风系统产品收入38,623.61万元，较上年增加9,922.77万元，

增长了34.57%。2021年公司军工核电类通风系统实现收入9,117.95万元，占通风系统产品收入的23.61%，

较2020年增长789.55%。军工核电模块有望成为公司未来的重要业绩增长点。 

 （一）主营业务的基本情况 

1、专业通风系统设备及相关服务 

（1）轨道交通领域 

 公司是地铁隧道通风系统领域的行业标杆企业，公司产品已成功应用于北京地铁、上海地铁、广州地

铁、新加坡地铁、上海人民路越江隧道、无锡太湖隧道、兰渝铁路等国内外近300多项地铁、隧道工程，

市场占有率位居行业前列。 

 长期以来公司潜心通风系统装备关键技术研发，不断提升通风装备的设计技术和运行性能水平。近几

年，公司技术团队研发的数字风机和物联网系统，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对风机运行相关数据进行远程检测和

调控，具备早期预警和故障诊断的功能，可以最大限度提高产品的可靠性、降低运行损耗，实现高效的智

能化现场运行和维护。公司国内首创的隧道空气净化系统处理PM2.5等固体颗粒物的净化率高达98%，处理

NO₂等有害气体净化效率达95%，居国际先进水平，该产品目前已应用于深圳桂庙路隧道工程，为公司开拓

城市隧道空气净化市场打开了良好的局面。 

 （2）军工核电领域 

公司于2021年初成立了“金盾股份-浙江大学技术研发中心”，深入开展国防领域重大装备先进技术的

研发，对军用核设施领域通风设备的关键设计、制造技术开展研究工作，在基础技术、材料工艺等方面取

得了丰硕成果，多项核心技术已经申请国家发明专利或国防专利，为后期的批量化、规模化军核产品的专

业设计、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公司用于军工核电的风机研发获得突破，陆续取得了军工核安全设备的相

关资质，军核订单逐步增长。 

作为行业首批取得核安全局颁发的核级风机、风阀设计和制造许可证的企业之一，公司核电产品安全

运行在国内的秦山核电、福清核电、三门核电、海阳核电、陆丰核电、方家山核电以及巴基斯坦的恰希玛

和卡拉奇核电站等国内外多个核电项目。 

2021年公司军工核电类通风系统实现收入9,117.95万元，占通风系统业务收入的23.61%，较2020年增

长789.55%。军工核电是公司未来重点打造的应用领域，将是公司未来的重要业绩增长点。 

（3）工业及民用建筑领域 

作为主要业务板块之一，公司是国内工业及民用建筑领域通风系统各类设备市场的重要供应商，各种

通风、消防用通风机、风阀、消声器等主要产品已成功应用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青岛奥帆基地、成都双

流机场、近百个万达广场等国内大量标志性民用工程，获得了市场的广泛认可。 

2、建筑安装业务 

公司于2017年11月收购了四川同风源51%股份，四川同风源主要从事交通领域的机电安装、维护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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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特别是高速公路领域。轨道交通领域的业务一直是公司专业通风系统设备主要业务板块之一，公司

收购四川同风源后，可以承接轨道交通机电工程的总承包业务，含机电安装等业务，扩大了公司的经营业

务。同时，公司可以通过整合公司的客户优势、产品优势和同风源的服务优势、客户优势，实现多渠道融

合及优势互补，增强公司在轨道交通领域的综合服务能力，实现业务协同发展。 

（二）公司所处行业基本情况 

 1、轨道交通领域 

 根据《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十四五”时期是交通基础设施重大工程建设的重要

阶段。根据国家交通运输部发布的2021年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数据，截至2021年12月31日，31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有51个城市开通运营城市轨道交通线路269条，运营里程8708公里。2021

年是我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提出了国内城市轨道交通四大发展要点，推

进智慧城规发展。交通是兴国之要、强国之基。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央深改委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

委员会会议都明确强调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随着国家在城市轨道交通、高速公路等领域重点项目

投资的持续加大，将不断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推动城市集聚群、城市经济圈地快速形成，轨道交通、

隧道开发等将迎来新一轮的发展机遇，从而带动通风系统设备的需求量不断增加。 

 随着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日益增大，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城市快

速路隧道等地下空间与周边环境空气质量的协调改善问题受到持续关注，针对以往用于隧道的单一通风换

气所带来的对周边环境的二次污染问题，公司根据国家环保政策法规的要求，深化研究空气处理技术、拓

展产品线、延伸产品服务，在隧道智能通风技术的基础上，开发完成了智能化隧道空气净化装置系统。公

司承接的深圳桂庙路隧道净化项目作为国内第一个项目，已经在国内迈出了第一步，为行业的技术进步奠

定了基础，市场前景广阔。 

 2、军工核电领域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我

国将在“十四五”期间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实现富国和强军统一的目标。在“十三五”期间及之前，

我国长期处于装备研制、定型或小批量列装阶段，预计“十四五”期间将进入需要通过大批量的装备列装

形成能力体系的时期，装备需求将持续释放。2022年全国财政安排国防支出预算14760.81亿元（其中，中

央本级安排14504.50亿元），比上年预算执行数增长7.1%。 

 2021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2021年重点工作里提出：在确保安全的前

提下积极有序发展核电。2021年3月，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将核能综合利用写入十四五规划，安全稳妥推动沿海核电建设，建设一批多

能互补的清洁能源基地。建成华龙一号、国和一号、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积极有序推进沿海三代核电建

设。此外，随着核电出海战略的不断加速，将有力地带动核电设备产业的迅速发展，公司核电通风系统业

务增加，促进业绩提升。2021年10月26日，国务院正式发布《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其中指出“积

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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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将充分利用自身在民用核电通风系统领域相关设备研发、制造积累的经验和技术优势，一方面继

续保持通风系统装备技术的研发势头和市场竞争能力，另一方面积极推进涉核军用设施通风装备的研发进

程，联合国内重点大学、科研院所，加大研发投入，根据军核装备的特殊要求，积极开展相关通风设备的

重点关键技术研究和产业化实践，在军、民核设施方面进一步增强公司在通风技术领域的整体实力，创造

公司新的盈利增长点。 

    （三）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凭借对行业发展趋势的深刻理解以及多年的研发创新、行业实践，公司已成为我国通风系统行业的标

杆。公司在轨道交通领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主导产品实现多项技术突破，成功应用于多条地铁、隧道等

国内外重点工程。公司在稳固现有业务的基础上，加大了军工核电领域的研发投入，多项核心技术已经申

请国家发明专利或国防专利，为后期的批量化、规模化军核产品的专业设计、生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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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3,374,707.16 1,475,821,760.48 -10.33% 1,969,586,721.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90,762,114.25 958,116,011.52 -7.03% 1,525,189,230.01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490,417,974.45 733,776,474.04 -33.17% 521,535,156.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353,382.73 29,891,181.51 -191.51% 51,571,727.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403,559.65 -439,210,858.81 97.18% -153,504,961.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411,817.50 88,251,717.32 -111.80% -106,270,297.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7 -185.71% 0.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7 -185.71% 0.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5% 1.94% -4.89%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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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429,209.72 131,142,887.87 137,265,716.85 129,580,160.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31,650.47 15,604,271.51 9,400,854.48 -54,490,159.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28,014.05 13,334,520.10 8,739,987.98 -36,306,081.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838,885.38 -59,697,464.40 15,139,406.18 82,985,12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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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金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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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54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7,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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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淼根 境内自然人 12.51% 50,843,082 38,777,986 质押 44,770,000 

周伟洪 境内自然人 9.14% 37,169,200 37,169,200 
质押 37,169,200 

冻结 37,169,200 

陈根荣 境内自然人 8.14% 33,090,962 24,818,221 质押 28,460,000 

周纯 境内自然人 7.62% 30,996,000 30,996,000 
质押 30,960,000 

冻结 30,996,000 

方正证券－西藏信托－

浦顺 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方正证券赢策 316 号

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7.08% 28,800,000 28,800,000   

周建灿[注] 境内自然人 3.83% 15,564,584 15,564,584 
质押 6,120,000 

冻结 15,564,584 

武汉市江夏区铁投小额

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71% 15,083,948 15,083,907 质押 4,060,000 

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3.32% 13,500,000 13,500,000   

深圳市前海宏亿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32% 13,500,000 13,500,000   

杭州中宜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7% 7,588,272  质押 3,98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周建灿（已去世）、周纯系父子关系，两者互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未知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注]：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于 2020 年裁定将周建灿持有的公司限售流通股股份 9,394,184 股抵偿给俞娟。截至目前，

俞娟尚未完成上述股份的交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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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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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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第一大股东变更 

原第一大股东周纯、周建灿（已去世）因执行法院裁定导致股份减少，不再是公司第一大股东，王淼

根先生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1年5月27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公司股东权

益变动暨公司第一大股东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85）。 

（二）子公司处置 

公司于2017年11月收购的红相科技、中强科技，因多种因素影响，业绩未达预期。2020年以来，公司

管理层重新确立聚焦主业战略，基于公司资源配置和长远发展考虑，对上述两家公司进行了相应处置。2021

年4月，公司挂牌转让红相科技，回笼大额资金用于解决中财招商案、金尧案执行款的支付，剩余款项用

于加大军核产品的研发投入，同时注销中宜投资、红将投资的对赌补偿股票。2021年6月，推动清算注销

中强科技，并继续加强对周伟洪业绩补偿款的催收工作。截至2021年10月31日，中强科技已停止生产经营，

员工已清退完毕。上述资产处置一方面可有效盘活公司现金流，另一方面为公司回归主赛道卸下了包袱。 

（三）回购股份拟用于员工持股计划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为了充分调动公司管理人员及核心团队的工作积极性，建立完

善的长效激励机制，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助力公司得到长远发展，

公司于2021年7月以总金额40,000,523.80元回购公司股份4,835,900股，拟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具体

情况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1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期限届满暨回购实施完成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104）。 

（四）对外投资 

    2021年公司出资2,000万元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投资交大中海龙。交大中海龙是上海交大海洋水下工

程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主要从事海洋检测（含大坝检修）；海洋防护（安全监控、构筑水

下长城），以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保障国家海洋安全、建设海洋生态文明、促进海洋科技进步；海洋装备

（疏浚、传输、潜水器、水下管道检修、挖沟、救生）等领域的研发和试制，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公司

参与投资交大中海龙，主要是为了进一步加快高新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和军事化应用，为国家海洋水下安全

提供系统化的集成方案，为中国的国防和海洋事业作贡献。公司从事的军工通风系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同样是属于国防领域，与交大中海龙从事的领域有协同性，有助于双方的合作与发展，更加吻合公司的未

来发展方向。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1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参与投资杭州宸誉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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