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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利智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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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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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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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四川华信（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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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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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鸿利智汇 股票代码 30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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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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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关飞 刘冬丽 

办公地址 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先科一路 1 号 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先科一路 1 号 

传真 020-86733777 020-86733777 

电话 020-86733958 020-86733958 

电子信箱 stock@honglitronic.com stock@honglitronic.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鸿利智汇作为国内领先的集研产销于一体的LED半导体封装器件产品上市企业，报告期内，坚持“聚焦

主业、整合提效”的发展思路，专注于LED半导体封装业务、LED照明业务两大板块。一方面，坚守LED半

导体封装业务的战略根基，借力Mini LED项目实现板块突破，另一方面，继续发力LED照明业务，以产业

链整合为契机，打造国产车灯及应用照明领先品牌。具体情况如下： 

（一）LED半导体封装业务  

主要是为客户提供LED照明解决方案，方案中所需的LED灯珠由公司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广泛应用

于汽车照明、通用照明、特殊照明、专用照明等众多领域。 

产  品 销售模式 应用领域 行业地位 

Mini LED 直销 LED直显、LED背光及相关产品 
技术、产品均处于国

内领先 

白光LED、车规级LED、LED灯丝、UV LED、

红外LED、LED支架等 
直销 

汽车照明、通用照明、特殊照明、专用照明、UV

固化、大健康、人脸识别等 

技术、产品均处于国

内领先 

（二）LED照明业务 

主要包括商用车LED智能灯具、乘用车智能灯具、工程照明等业务。其中，商用车LED智能灯具主要客

户有海拉、麦格纳、大冶摩托等，产品已应用于沃尔沃、奔驰等知名车企的商用车；乘用车智能灯具产品

包括前组合灯、后组合灯、内饰灯等，主要客户包括吉利集团、长城集团、北京汽车、合众新能源等知名

车企。工程照明业务专注于智慧城市道路照明、市政园林景观照明等。已服务的项目有昆明经开区顺通大

道灯光亮化工程、珠海大剧院灯光景观提升项目、南昌红谷滩亮化工程项目等。 

产  品 销售模式 应用领域 行业地位 

商用车LED智能灯具 直销 商用车照明、装饰 技术、产品均处于国内领先 

乘用车智能灯具 直销 乘用车照明、装饰 国内自主车灯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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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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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 4,487,269,909.45 3,767,074,612.99 19.12% 3,601,826,957.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83,166,640.54 1,918,041,279.40 13.82% 1,827,824,173.35 

项目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4,075,214,930.83 3,124,346,497.76 30.43% 3,593,570,974.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5,975,846.10 92,791,865.45 186.64% -876,493,573.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202,335,770.28 54,373,812.58 272.12% -816,262,973.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9,837,351.61 312,522,127.37 37.54% 787,647,510.9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8 0.13 192.31% -1.2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8 0.13 192.31% -1.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97% 4.95% 8.02% -38.4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856,243,163.48 1,147,963,950.37 1,057,187,275.45 1,013,820,541.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477,201.81 79,551,778.48 75,496,543.86 49,450,321.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55,314,561.30 73,174,295.87 50,472,041.49 23,374,871.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078,136.98 95,781,838.59 42,380,221.24 326,753,42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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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8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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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金舵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0.08% 212,954,666    

李国平 境内自然人 12.76% 90,312,630 90,312,630   

马成章 境内自然人 2.62% 18,568,32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大成创业板两年定期开放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9% 9,152,65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全绿色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LOF） 

其他 0.90% 6,384,134    

唐兴元 境内自然人 0.69% 4,860,745    

赵大鹏 境内自然人 0.63% 4,43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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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

保兴吉年丰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59% 4,201,7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59% 4,150,325    

刘青 境内自然人 0.58% 4,098,30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二大股东李国平配偶为第三大股东马成章侄女。除此之外，公司未知

其他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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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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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总体经营情况 

2021年，面对持续蔓延的疫情和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沉着应对，紧紧围绕全年

工作目标，防疫情、快复产、优结构、推新品，内控管理持续优化，重点项目建设投产，全面增强了未来

可持续发展能力。 

本报告期，公司坚持“聚焦主业、整合提效”的发展思路，同时LED市场需求回暖，公司充分把握行业

发展机遇，积极开拓市场，销售规模比去年同期明显增长。2021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07,521.49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30.43%；实现利润总额25,317.2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46.47%；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

利润26,597.5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8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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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1 年度业绩来源分析 

1、LED半导体封装业务 

本报告期，公司LED半导体封装业务多措并举，进一步巩固传统白光封装领域优势地位，同时积极布

局Mini LED、紫外等业务领域，培育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为公司未来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2021年，LED半导体封装业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37,249.82万元，占总营业收入的82.76%，同比增长33.57%；

毛利率20.36%，产能利用率82.15%，产品综合良率97.14%。 

2、LED汽车照明业务 

本报告期，国内疫情总体稳定可控，国内外车用市场需求积极复苏。公司LED汽车照明业务实现主营

业务收入59,618.95万元，占营业总收入的14.63%，同比增长16.28%，毛利率为20.27%, 产品综合良率为

99.28%。 

（三）2021 年度主要工作完成情况 

报告期内，全球经济略有复苏，国内疫情趋于平稳。公司坚持疫情防控和扩产增效两不放松，积极优

化生产经营策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通过持续的创新投入、优质的产品服务以及全方位的产业合作，全

年各项经营任务圆满完成。 

1、重点发力Mini LED，产品技术迎突破。 

本报告期，公司在Mini LED布局与规划上全面发力，已成为全球范围内少数可大规模生产销售Mini 

LED产品的企业。产能规模方面， Mini LED一期项目已顺利投产并为国内外主流的厂家提供批量生产，

Mini LED二期项目于2021年12月实现主厂房封顶，现处于装修进程中；技术创新方面，2021年1月，公司

与华南理工大学建立了Mini/Micro LED联合实验室，努力打造自身核心技术竞争力，并保持与国内外一线

品牌的紧密合作，共同推动了Mini LED产品的规模商业化应用。 

本报告期内，全球首款搭载15.6英寸Mini LED背光屏幕的雷神ZERO锐龙7系列专业电竞显示产品、全

球首款采用第三代Mini LED技术--OD Zero 、全球最薄、最多芯片的TCL X12 8K Mini LED领曜智屏电视

等均选用了鸿利智汇Mini LED背光源，充分体现了客户对公司Mini LED背光产品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的认

可；在品牌影响力方面，继2021年4月公司超高清Mini LED半导体显示技术产品——163寸P1.25、217寸P1.25 

4K Mini LED显示屏分别亮相广州塔和粤剧博物馆后，在2021年7月中央电视台《正点财经》栏目展开的对

Mini LED行业的调研活动中，公司作为LED供应链封装企业的独家代表也受到重点关注。 

2、持续聚焦封装主业，鸿利LED品牌美誉传。 

报告期内，广州、南昌两地LED 封装扩产升级取得新进展，为公司旗下“鸿利光电”和“斯迈得”两大品

牌提供了充足的产能储备。江西鸿利光电有限公司二期建设暨江西斯迈得半导体有限公司工程项目在本报

告期顺利封顶，标志着“高光效长寿命半导体照明关键技术与产业化”国家科学进步奖一等奖的成果落地转

化项目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与此同时，公司专注于“智慧”、“健康”两大主题，以技术研发为基点，持续为

行业、客户提供技术领先、效果卓越、体验优良的LED产品和更加舒适、健康、智能的照明体验，鸿利LED

品牌也获得极大的市场认可。 

2021年8月，公司在中国LED首创大会上荣获2020年度中国LED行业“营收50强企业”和“知识产权50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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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两大奖项。在教育照明光健康与生态链合作论坛上荣获2020年度中国LED行业教育照明25强企业，入

选广州市“百年·百品”质量品牌。公司将紧跟时代步伐，依靠科技创新不断完善质量控制体系，强化产品可

靠性，提升品牌知名度。 

3、深化集成产业布局，汽车照明板块发展稳定。 

随着新能源汽车渗透及国产化进程加速，业内积极布局汽车照明市场。本报告期内，跟随OSRAM、

Lumileds、Nichia等全球一线车用LED品牌的脚步，公司车规LED在行业内率先完成第一阶段布局，成为首

个主流车用LED封装全线量产的民族品牌，并一次性通过美国GE、东风小康及德国、韩国等诸多国内外客

户的审核，获得重要的市场突破。在稳健发展乘用、商用照明国内外市场的基础上，公司成功实现了前端

车规LED封装和模组产品能力整合，产业链竞争力进一步增强，为支撑公司在汽车照明领域的产品布局和

发展战略打下坚实基础。 

4、聚力智慧城市照明，商业照明协同凸显。 

2020年，公司收购了深圳市明鑫成照明科技有限公司85%的股权。作为公司打造LED“全产业链”战略

布局的重要一环，明鑫成着力于深耕智慧城市照明、文旅景观照明、教育照明三大领域。本报告期内，明

鑫成助力2021年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顺利举办，全力保障了国际会议夜景工程圆满完成。 

5、致力技术革新，坚持创新驱动发展。 

公司长期坚持以客户需求为中心，不断加大研发投入进行技术革新，利用整合国内外行业协会组织的

资源及技术优势，优化产品系列和配置，满足市场客户不断变化的需求，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报告期内，

公司作为协助单位，顺利完成了“固态紫外光源先进封装技术研究”和“高效高可靠LED灯具关键技术研究”

两个国家项目的验收。参与起草《GB/T2423.18-2021 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kb：盐雾，交变

（氯化钠溶液）》等3项国家标准，并参与多项国家半导体照明工程研发及产业联盟团体标准的起草及修

订工作，行业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6、优化资产结构，推动企业健康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加快推进“聚焦主业”的战略部署，剥离冗余业务和低效无效资产，推动企业高质量发

展。通过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了子公司金材科技80%股权和债权、转让了子公司良友

科技旗下电感事业部相关资产和债权，有效盘活低效存量资产，有效规避公司对新市场领域的投资风险，

保障了公司利润，促进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鸿利智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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