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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77                               证券简称：大港股份                          公告编号：2022-014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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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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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港股份 股票代码 002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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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飒 吴国伟 

办公地址 
江苏省镇江新区港南路 401 号经开大厦 11

层 

江苏省镇江新区港南路 401 号经开大厦 11

层 

传真 0511-88901188 0511-88901188 

电话 0511-88901588 0511-88901009 

电子信箱 dggfshensa@sina.com  wgwdbx@sohu.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为集成电路和园区环保服务。 

1、集成电路 

报告期，公司集成电路业务收入来源于苏州科阳的封装业务和上海旻艾的测试业务。 

（1）集成电路封装主要是采用TSV等技术为集成电路设计企业提供8吋晶圆级封装加工服务，主要封

装产品包括图像处理传感、生物识别传感、晶圆级MEMS和5G射频及电源等芯片，上述产品主要应用于手

机、物联网、人工智能、汽车和工业等广泛领域。主要采用专业的代工模式，由客户提供芯片委托公司封

装，公司自行采购原辅材料，按照技术标准将芯片封装后，交由测试单位测试后交还客户，向客户主要收

取封装加工费。同时还提供封测设计打样开发服务，为客户设计能满足其要求的封装技术解决方案，每次

收取一定数额开发打样费用。 

（2）集成电路测试服务主要是为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制造企业以及封装企业提供测试程序开发、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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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验证、晶圆测试及成品测试，向客户提供测试程序或最终的测试结果；在晶圆及成品测试的基础上提供

信息加密、数据录入、精密修调以及可测性设计、测试评估等增值服务。采用直销的销售模式，通过与客

户签订框架协议，在实际销售中根据客户的具体订单及自身产能情况安排个性化的测试服务，对测试产能

进行总体控制和管理，及时处理测试中的异常问题，保证测试服务的顺利完成，向客户收取测试服务费。 

报告期，为了满足市场和客户需求，控股孙公司苏州科阳启动了滤波器芯片晶圆级封装量产专线建设，

产能10,000片/月，建成后苏州科阳将实现CIS芯片和滤波器两条主线同时发展，有利于提升市场份额、行

业地位和竞争优势。 

2、园区环保服务 

公司园区服务业务分为两块业务，一是为新区化工园区内企业提供集码头停泊、装卸、仓储、供水、

固废处置等服务，同时根据区内企业的需求提供贸易业务；二是利用公司园区资产进行招引，为招引企业

提供厂房租赁及服务。经营模式：利用码头、储罐、水厂、防渗漏填埋库区、园区厂房等资源为区内企业

提供相关服务，收取租金和服务费用；与区内企业合作，采购原料或销售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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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5,343,879.67 4,490,365,831.65 -0.78% 5,623,913,716.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128,312,665.20 2,969,664,635.75 5.34% 2,808,243,959.33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683,626,938.42 860,346,912.94 -20.54% 932,396,471.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6,135,128.59 97,871,856.65 39.10% -475,332,738.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830,867.16 14,226,865.00 60.48% -685,333,481.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0,540,280.22 332,770,758.94 -6.68% 312,588,953.4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 0.17 35.29% -0.8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 0.17 35.29% -0.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7% 3.43% 1.04% -1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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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395,102.62 156,832,613.26 208,135,583.36 190,263,639.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086,768.55 89,082,356.38 69,489,367.28 -29,523,363.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139,129.16 18,207,758.50 25,554,748.16 -40,070,768.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251,443.91 138,785,822.56 43,865,071.14 77,637,94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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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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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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07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2,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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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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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瀚瑞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9.89% 289,525,647 0 冻结 9,172,662 

王刚 境内自然人 2.28% 13,232,966 13,232,966 冻结 13,232,966 

张琪 境内自然人 0.53% 3,051,100 0   

胡韩 境内自然人 0.46% 2,652,800 0   

易爱玉 境内自然人 0.37% 2,154,900 0   

曾丽辉 境内自然人 0.34% 1,970,000 0   

王龙杰 境内自然人 0.28% 1,6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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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 1,609,810 0   

邓碧慧 境内自然人 0.26% 1,491,700 0   

镇江市大港自

来水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23% 1,353,46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镇江市大港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为江苏瀚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其他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公司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中胡韩、王龙杰参与了融资融券业务。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胡韩

共持有 2,652,8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6%，其中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79,700 股，通过

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2,373,100 股；王龙杰共持有 1,610,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8%，

其中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950,000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660,5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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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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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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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1年6月1日，公司提交的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按照《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于2021年6月2日停牌一天，于2021年6月3日开市起复牌并撤

销退市风险警示，证券简称由“*ST大港”变更为“大港股份”，证券代码002077保持不变，股票交易的日涨

跌幅限制由5%变更为10%。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6月2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撤销公司股

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2、2021年7月2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所属行业分类变更的公告》。按照《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

引》的相关规定，公司向中国上市公司协会递交了行业类别变更申请，经中国上市公司协会行业分类专家

委员会确定，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发布的《2021年2季度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公司所

属行业已由“K70房地产业”变更为“C3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3、公司于2021年12月15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孙公司增资扩股暨

控股子公司放弃优先认缴出资权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孙公司苏州科阳增资扩股，由苏州科阳之股东苏

州龙驹创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龙驹创合”）及苏州龙驹智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龙驹智芯”）以现金10,980.63万元认缴苏州科阳的新增注册资本 5,666.00万元，公司

控股子公司科力半导体放弃本次增资优先认缴出资权。本次增资完成后三个月内，增资方龙驹创合和龙驹

智芯分别将所持苏州科阳股权的30%（合计为9.24%苏州科阳股权）转让给苏州科阳员工持股平台，具体

内容详见2021年12月16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控股孙公司增资扩股暨控股子公司放弃优

先认缴出资权的公告》。截至本报告期末，上述增资涉及的相关事项已完成，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12月31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控股孙公司增资扩股暨控股子公司放弃优先认缴出资权的进展公

告》。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孙公司建设滤波器芯片晶圆级封装量产专线

的议案》，同意控股孙公司苏州科阳使用自有资金建设滤波器芯片晶圆级封装量产专线，总投资约4,500

万元，产能10,000片/月，预计2022年一季度达产。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2021年12月16日《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上的《关于控股孙公司建设滤波器芯片晶圆级封装量产专线的公告》。截至本报告披露日，量产

专线建设基本完成，但由于疫情影响，产能尚处于爬坡中，尚未完全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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