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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55                     证券简称：捷荣技术              公告编号：2022-006 

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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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郑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邱德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邱德意声明：保证本

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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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荣技术 股票代码 002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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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建凤 徐中清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中区科技中三路国

人通信大厦 A栋 10楼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中区科技中三路国

人通信大厦 A栋 10楼 

传真 0755-25865538 0755-25865538 

电话 0755-25865968 0755-25865968 

电子信箱 public@chitwing.com public@chitwing.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要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面向 3C行业客户提供精密模具、精密结构件及高外观需求的硬件组件的设计、研发、

制造和销售。在精密零组件方面，可在各种材料（塑胶、五金、玻璃、蓝宝石等）上进行高标准、高要求

的表面处理（注塑、涂装、真镀、丝印、组装、镭雕以及料带式连续遮蔽喷砂、高速精密冲压、精密连续

冲锻成型等），可满足客户多元化需求；在整机方面，可提供无线充电产品、无线蓝牙键盘等全集采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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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生产销售业务。此外，公司也涉足设备散热技术解决方案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2）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公司主要产品为精密模具、精密结构件及高外观需求的硬件组件，包括但不限于： 

智能手机、智能手表等产品的精密结构件等组件； 

智能手机、智能手表等产品的无线充电器整机、PC 的无线皮套键盘整机、AR /VR 的充电器整机、PC

触控板组件； 

智能家居的组件、各种高精密连接器、摄像头等精密零组件。 

（3）经营模式 

在采购方面，公司有完善的采购流程和体系， 可自行采购与生产相关的原材料、机器设备、模具、

夹治具及其它生产辅料，满足下游客户业务及新技术发展需求。针对公司产品的非标准特性，根据客户提

供的销售预测和生产计划，对成品展开物料需求计划，采购部门和计划部门结合存货库存水平进行采买；

对于共用物料，根据通用性及客户提供的预测需求设置安全库存。 

在生产方面，公司采取以销定产、按单定制的生产模式，生产制造可以满足客户的多机种、多品种、

多地域、全球化的高品质、高效率的交付需求。接到客户的订单后，公司组织评审，综合评估包括人力配

置、设备、模具、工装夹具能力、相配套的材料及配件、预计交付周期、产品良率和效率要求等条件，然

后制定生产计划表并按照生产计划表组织、合理调配相应资源。 

在销售方面，公司主要直接面向客户销售。公司与主要客户签订产品销售的框架协议，约定供货方式、

结算方式、质量保证等条款；客户根据需求在实际采购时向公司发出订单，约定产品规格、数量、价格、

交期等信息，供需双方根据框架协议及订单约定组织生产、发货、结算、回款。同时，公司积极开发海外

市场，设立了韩国公司、越南公司、印度公司等海外机构，配套客户海外市场需求。 

（4）业绩驱动因素 

1）围绕客户需求，坚持“服务大客户”战略 

公司多年以来专注于智能终端领域精密结构件（大件）组件的研发及生产制造，与全球移动终端品牌

商中的多家头部企业建立了一级核心供应商关系，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一体化服务方案，形成了长期稳定

深度合作。公司作为精益制造供应商，跟随大客户相生经营，共同成长。 

2）聚焦主营业务，丰富领域布局 

一直以来，公司是 3C 行业多家头部企业的一级供应商。在与移动终端行业头部客户的长期合作过程

中，公司在产品设计、产品研发、产品生产、质量控制、客户服务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行业内留

下了良好的口碑。 

得益于 5G 网络的基础建设升级、运营服务优化，未来对各类智能穿戴、智能汽车、智能家居提出诉

求的人类生活场景将不断出现。公司将紧跟消费趋势变化，稳定发展手机类业务的同时，积极拓展与新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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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硬件相关的业务，例如数字生活空间、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智能家居等领域。 

3）推进智能制造，提高自动化水平 

根据行业发展变化，引进符合公司实际需要的高精密度、高准确度、高效率的先进设备，并持续对关

键制程的核心设备进行改造，不断健全完善工艺体系；同时积极寻求产学研相结合，强化新材料、新技术、

数字化管理的开发。通过自研与外购相结合的方式，稳步推进自动化、智能化，提升各工序的自动化加工

程度，以节俭人力成本，提升产品良率，不断提升公司产品的竞争力。 

与此同时，公司积极进行信息化、数字化转型，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对现有的 ERP、OA等管理系统

进行升级优化，同时也加大了对 MES、WMS 等生产系统的投入，对生产各环节的人力、设备、物料、工艺

流程、作业条件等进行数字化管控，建立数据分析模型，细化成本分析，实现精细化管理；积极推进与自

动化生产方案供应商的合作，从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工程全生命周期管理、车间管控系统等几个方面着

手打造智能制造车间。 

4）放眼海外市场，提供就近服务 

由于精密模具和精密结构件产品的自身特点，为降低物流成本和产品损耗，行业企业往往选择靠近下

游客户建设生产基地，以获得就近配套的竞争优势。 

报告期内，公司越南全资子公司持续为国内行业头部企业在越南实现多机种智能手机精密结构件（大

件）组件的量产交付，并为国外行业头部企业提供无线充电产品整机组装业务、无线蓝牙键盘整机生产业

务。此外，公司还完成了对印度子公司的增资。目前，印度子公司已经完成第一期基建和调试，后续将打

造成一个为印度当地多家头部企业直接配套的手机精密结构件（大件）的高端制造基地，发掘印度市场的

生产红利及巨大的消费市场，迎接挑战，不断扩展公司的海外版图和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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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2021年末 2020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2019年末 

总资产 2,818,994,946.73 2,929,362,260.45 -3.77% 2,751,899,682.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48,115,967.32 1,408,891,971.14 -18.51% 1,297,876,251.09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年 

营业收入 3,091,816,896.35 2,822,937,926.40 9.52% 2,778,984,353.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4,872,876.19 102,248,665.43 -339.49% 56,280,694.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4,632,089.01 88,067,218.47 -343.71% 50,920,923.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1,307,517.23 298,699,335.84 -35.95% 292,209,235.3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8 0.42 -333.33% 0.2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8 0.42 -333.33% 0.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01% 7.56% -26.57%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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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682,630,021.16 753,921,242.13 874,042,534.21 781,223,098.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01,670.49 -1,117,783.14 4,013,124.85 -252,169,888.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354,094.30 -1,547,745.81 4,156,889.82 -221,595,327.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960,306.20 162,122,362.02 40,064,644.17 33,080,8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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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92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8,758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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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荣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0.28% 126,000,000 0 无质押或冻结 0 

捷荣汇盈投资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2.21% 30,600,000 0 无质押或冻结 0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89% 9,739,000 0 无质押或冻结 0 

瞿建乐 境内自然人 0.39% 980,000 0 无质押或冻结 0 

田建伟 境内自然人 0.37% 934,200 0 无质押或冻结 0 

阮寿国 境内自然人 0.34% 841,600 0 无质押或冻结 0 

卢斌 境内自然人 0.25% 619,000 0 无质押或冻结 0 

张练进 境内自然人 0.20% 490,000 0 无质押或冻结 0 

刘山 境内自然人 0.19% 480,000 480,000 无质押或冻结 0 

李莉 境内自然人 0.18% 453,600 0 无质押或冻结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捷荣集团及捷荣汇盈的控股股东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赵晓群女士。除此之

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阮寿国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普通股 841,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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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六节“重要事项”，详细描述了报告期内发生的重要事项。 

 

特此公告 

 

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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