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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814         证券简称：中富电路        公告编号：2022-005 

深圳中富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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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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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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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75,796,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红利 1.60 元（含税），送红股 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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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富电路 股票代码 30081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家强 高迪 

办公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招商局广

场大厦 6 楼 GH单元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招商局广

场大厦 6 楼 GH单元 

传真 0755-26406673 0755-26406673 

电话 0755-26683724 0755-26683724 

电子信箱 alan.wang@jovepcb.com ir@jovepcb.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印制电路板（Printed Circuit Board，简称PCB）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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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制电路板主要为电子信息产品中的电子元器件提供预定电路的连接、支撑等功能，发挥了信号传输、电

源供给等重要作用，被称为“电子产品之母”。公司主要为电子信息制造业相关细分领域的客户提供定制化

的PCB产品，包括单面板、双面板和多层板，根据技术、工艺等维度的复杂程度还可以划分为高频高速板、

厚铜板、刚挠结合板、绕性板等细分产品，主要应用于通信、工业控制、消费电子、汽车电子及医疗电子

等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模式、主要业务及产品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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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2,165,921.68 1,041,447,091.91 74.96% 1,029,029,122.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054,932,745.96 632,029,347.50 66.91% 529,173,122.29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年 

营业收入 1,440,351,927.97 1,082,031,027.07 33.12% 1,116,595,141.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96,298,640.86 102,955,632.55 -6.47% 93,344,918.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0,916,704.09 93,067,336.71 -2.31% 96,993,920.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71,406,703.71 68,144,515.16 4.79% 92,001,254.8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6 0.78 -15.38% 1.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6 0.78 -15.38% 1.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19% 17.73% -5.54% 2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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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042,539.51 336,703,309.26 390,598,351.87 445,007,727.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8,163,730.01 25,404,484.10 27,705,674.69 25,024,752.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555,471.52 23,604,802.65 26,917,898.77 22,838,531.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56,191,456.55 41,307,613.68 13,001,595.37 -39,093,96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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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14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16,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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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富电子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31.00% 54,500,000 54,500,000   

深圳市睿山科

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80% 29,539,200 29,539,200   

香港慧金投资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2.50% 21,967,000 21,967,000   

深圳市泓锋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52% 18,493,800 18,493,800   

深圳市聚中盛

实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6% 3,270,000 3,270,000   

深圳市聚中利

实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4% 2,700,000 2,700,000   

沈东容 境内自然人 1.14% 1,998,100 0   

深圳市聚中成

实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9% 866,000 866,000   

李用一 境内自然人 0.29% 502,943 0   

深圳市中富兴

业电子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8% 500,000 5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前 10名股东的一致行动说明如下： 

1、中富电子有限公司、香港慧金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中富兴业电

子有限公司受实际控制人王昌民控制，深圳市睿山科技有限公司受

实际控制人王璐控制，深圳市泓锋投资有限公司受实际控制人王先

锋控制。2019 年 8 月 30日，上述三位实际控制人共同签署了《一致

行动协议》，并约定各方签署之日起至公司上市后的第 100 个月内保

持一致行动。 

2、除上述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外，公司未知前 10名股东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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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深圳中富电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1]2059号）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43,960,000股，发行价格为

人民币8.4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369,264,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39,542,732.06元（不含增值税）后，募

集资金净额为329,721,267.94元。2021年8月12日，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首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175,796,000股。 

2、2021年公司积极扩建产能，深圳生产基地完成厂房扩建项目：通过淘汰落后产能、新增生产设备等

举措，新增产能20万平方米。募投项目鹤山中富新增年产40万平米改扩建项目已完成3#厂房建设并竣工投

入使用，2#厂房建设也已于2021年12月正式开工建设，预计在2022年底完成所有厂房建设及设备试产。 

 

 

 

 
深圳中富电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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