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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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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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合并报表

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5,771.83 万元，截至报告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 28,885.52 万元。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

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73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 

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

可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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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通电子 603629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施佶 戴亮 

办公地址 宜兴市徐舍镇工业集中区（立通路

18号） 

宜兴市徐舍镇工业集中区（立通

路18号） 

电话 0510-87600070 0510-87600070 

电子信箱 shiji@lettall.com dail@lettall.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行业总体情况 



液晶彩色电视机作为集当今电子技术之大成的显示产品，已形成完备与高效的制造供应链体

系。在全球范围内，液晶屏、整机结构件、电子元器件、产品总装与品牌开发厂商的分工与合作

已臻完善，总体上看液晶电视的全球出货量近年来基本保持稳定。报告期中电视机行业有以下变

化需要关注： 

（1）市场向头部品牌集中的趋势在进一步增强，国内排名前十的电视品牌市场份额已接近九

成； 

（2）中国虽然电视机制造大国的地位依然稳固，但做为电视机消费大国的地位在不断下降，

在 2020 年国内销量低于 5,000 万台、失去全球电视机销量第一的位次后，2021 在全球电视机出货

量基本持平的前提下，国内电视机年销售量进一步下跌，已低于 4,000 万台水平。相较而言，美、

欧市场已经变得更加重要； 

（3）报告期内供给端的波动对电视机行业的生产秩序产生了不小的冲击，例如芯片短缺、液

晶屏、钢材等原材料价格的持续上涨，疫情对海运市场的拢动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电视

机行业 2021 年的经营状况。 

展望未来，已进入存量市场时代电视机产业将大体保持在稳定的规模，新一轮的增长将寄希

望于技术创新（如 8K、OLED 技术的普及）的内生激发与应用场景革命的外在推动上。 

2、公司在行业中的地位 

公司是液晶电视金属结构件与元器件制造的专业厂商，拥有年加工钢材近 10 万吨、液晶电视

金属背板年产超 2,500 万张以上的制造能力，产能、产量与销售均位居液晶电视金属结构件产品

制造领域的第一位。公司作为电视机产业供应链上的一环，总体市场情况与液晶电视机行业的大

背景基本上保持一致，巩固与发扬公司在行业中的优势地位，是公司谋求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所在。 

（一）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应用于液晶电视等液晶显示领域的精密金属结构件、电子元器件的设计、生

产、销售，主要产品包括液晶电视精密金属冲压结构件、底座、模具及电子元器件等。作为液晶

电视精密金属结构件的规模化生产企业，公司主要和海信、TCL、三星、小米、夏普、创维、康

佳、长虹、海尔等电视品牌厂商及鸿海精密、京东方、高创、纬创资通、冠捷等电视代工厂商进

行合作，提供液晶电视金属结构件产品的从设计（包括整机设计）到开模、精密冲压制造、表面

处理、物流配送的全流程服务；公司电子元器件产品主要提供给海信、欧司朗和霍尼韦尔等客户，

用于电视机、LED 照明、传感器、医疗器械及国防科工等产品中。 

（二）报告期内公司的经营模式 

1. 销售模式 

公司精密金属结构件产品、电子元器件产品的销售采用直销模式，与下游客户签订销售合同，

根据客户订单组织生产，并按客户供货计划安排交货。销售区域方面，公司主要以境内销售为主，

但公司下游客户的最终产品会部分销往境外市场。 



2. 采购模式 

公司采购模式为“以销定产、以产定购”，对于精密金属结构件业务，在中标整机客户订单后，

根据客户提供的生产计划或生产预测表进行原材料适量备货，由采购部门负责供应商的开发、评

估、采购合同签订及采购订单管理等。 

对于元器件业务，公司与客户签署合作协议、质量协议后会根据客户生产安排、订单等适量

备货，宜兴奕铭组织并实施采购计划。 

公司对主要供应商实行合格供应商名录管理，根据供应商产品质量、价格、交期、配合度等

综合考量，按期更新相应名录，确保名录中供应商匹配公司采购需求。 

3. 生产模式 

公司采取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公司在业务中标后或与其他客户签订业务合同后，由各事业

部和下属子公司生产部门根据客户订单排出生产计划并组织生产。 

（三）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情况 

电视机行业的整体情况已在本报告第三节第二部分中介绍，就公司所处的细分行业液晶电视

精密金属结构件与电子元器件制造来说，与电视机行业的大背景基本保持一致，但在成本端与钢

材、磁芯、用工与运输的市场波动关系更为紧密。面对充分竞争的市场格局，技术水平、装备规

模、生产效率与对客户需求的快速响应能力，是业内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所在。随着终端产品

市场的集中度在不断提高，结构件的制造领域集中度也在趋于增强。液晶电视机尺寸大型化、机

身超薄化、材料多样化与外观精细化是液晶电视精密金属结构件厂家今后一段时期内的主要需求

所在，公司做为业内具有一定的品牌影响与行业地位的专业厂商，将不断在设计创新、工艺领先、

制造优化的发展方向上全面提升自已的竞争能力，引领电视精密结构件产品制造的持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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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6,694,923.27 2,195,912,776.70 42.84 1,997,929,473.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577,092,607.89 1,008,639,370.76 56.36 982,280,527.94 

营业收入 1,804,495,655.47 1,647,616,189.74 9.52 1,620,250,982.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57,718,261.85 46,358,842.82 24.50 63,452,864.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2,694,092.00 40,636,823.96 -19.55 56,641,329.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76,103,283.30 -43,577,677.59 不适用 61,670,560.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56 4.66 增加0.90 6.48 



）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8 0.46 26.09 0.6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8 0.46 26.09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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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889,267.42 419,180,543.37 469,418,817.37 526,007,027.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869,997.76 18,605,180.61 7,544,167.87 24,698,915.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4,243,990.94 13,297,935.32 1,369,650.31 13,782,515.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6,023,336.73 54,820,400.92 -7,459,294.54 74,765,51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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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8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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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树伟 0 48,414,000 48.41   质押 6,010,000 境内自然人 

邵秋萍 0 12,000,000 12.00   无   境内自然人 

邵培生 0 4,586,000 4.59   无   境内自然人 

张德峰 -477,400 3,037,000 3.04   无   境内自然人 

宜兴利通智巧投

资企业（有限合

伙） 

0 2,830,000 2.83 

  

无   其他 

史旭平 0 1,000,000 1.00   无   境内自然人 

施佶 0 700,000 0.70   无   境内自然人 

林含 670,000 670,000 0.67   无   境内自然人 



高华－汇丰－

GOLDMAN, 

SACHS & 

CO.LLC 

633,410 633,410 0.63 

  

无   境外法人 

上海迎水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迎

水冠通 18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550,000 550,000 0.55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邵培生系邵树伟、邵秋萍之父，邵树伟与邵秋萍兄妹关系，史旭平

与邵秋萍系夫妻关系，邵树伟、邵秋萍、邵培生、史旭平为公司实

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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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21 年销售有所上升，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80,449.57 万元，较 2020 年上升 9.52%；其

中主要产品精密金属结构件销售较上年度上升 13.74%；营业利润 5,377.26 万元，较 2020 年上升

9.41%；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771.83 万元，较 2020 年上升 2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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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