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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89                            证券简称：ST 新海                            公告编号：2022-023 

新海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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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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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有强调事项段、持续经营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本

公司董事会已就相关事项出具专项说明，监事会及独立董事已就相关事项发表意见，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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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新海 股票代码 002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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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亦斌  

办公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泾茂路 168 号新海宜科技园  

传真 0512-67260021  

电话 0512-67606666-8638  

电子信箱 zqb@nsu.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目前主要产品包括IDC数据中心产品和制造板块。 

（一）数据中心板块 

公司从2014年开始布局IDC业务，目的是为了延伸通信产业链，整合资源优势，增强公司竞争力。当年公司就联合中国

电信苏州分公司一起开始数据中心的建设，2016年，公司数据中心一期1500个机柜正式开始运营，通过几年的摸索和锤炼，

数据中心已经成为公司在产品升级方面的典范，也是公司产业链延伸的成功尝试。 

基于数据需求和运用的庞大市场，公司在2020年再次投资，增加了500个数据机柜的建设，公司数据中心机柜数量超过

2500个，租赁效率达80%以上，年收入将近1.5亿元。 

由于数据中心租赁客户相对比较稳定和优质，所以营收和利润都比较稳定，为公司的现金流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2021

年公司虽然没有再次投资建设数据中心，但公司在专业人员方面进行了充实，在资源方面进行了优化，在服务方面升华了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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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 

（二）制造板块 

1、通信硬件制造方面，公司多年来一直是各大运营商的优秀供应商，公司中标中国移动2021年至2022年软跳纤产品集

中采购项目，就是最好的说明。同时公司通过努力，凭借自身实力，积极拓展业务渠道，中标上证所金桥技术中心基地机柜

采购项目，成为通信硬件板块的有效补充。 

2、锂电材料产品制造方面：公司从2018年开始，就布局此方面的产能，经过几年的发展，到2021年，已经颇具规模，

日产能达到35万只。公司目前订单充足，拥有广西卓能、安徽众禾、易城阳光、中北润良、福森集团等一批优质的客户，已

经成为公司业务增长新的一极， 

3、电池组方面：通过2021年的努力，公司顺利完成了锂电池组生产的平台建设，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目前拥有4

条生产线，十多名专业的生产技术人员，销售和生产的锂电池服务范围涵盖了滑板车、平衡车、国标电动两轮车、电动摩托

车、3c数码家电、家用储能、特种车辆等。4条生产线并驾齐驱，可完成800套/天的加工效益，按单套600元计算，可实现48

万元/天的创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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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8,933,011.06 2,144,339,171.58 -12.38% 2,559,063,583.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66,233,846.78 1,023,487,858.05 -5.59% 1,324,528,719.28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235,133,888.81 158,832,259.09 48.04% 265,043,822.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20,463.52 -273,895,894.63 101.72% 72,818,364.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3,119,820.76 -179,178,337.77 64.77% -706,368,801.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44,634.33 -347,317,840.40 100.82% -181,331,973.4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34 -0.1992 101.71% 0.0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34 -0.1992 101.71% 0.0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55% -23.86%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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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607,552.20 62,980,393.58 70,476,132.16 55,069,810.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676,232.30 -80,876,322.02 7,292,316.44 84,980,701.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157,911.43 -83,367,604.31 525,801.15 26,879,893.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0,750,922.06 162,355,523.00 1,666,705.40 -10,426,67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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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1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6,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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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亦斌 境内自然人 18.05% 248,136,106 186,102,079 
质押 247,599,732 

冻结 248,136,106 

马玲芝 境内自然人 16.46% 226,299,842 0 
质押 226,000,000 

冻结 226,299,842 

苏州工业园区

民营工业区发

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8% 21,679,904 0   

天津中程汇通

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9% 20,528,502 0   

黄文忠 境内自然人 1.01% 13,900,000 0   

天津丰瑞恒盛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2% 8,588,036 0   

陕西省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公

司－陕国投·祥

瑞 5 号结构化

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58% 7,922,100 0   

柏斯荣 境内自然人 0.45% 6,200,076 0   

马崇基 境内自然人 0.43% 5,951,840 4,463,880   

祁建红 境内自然人 0.35% 4,748,4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张亦斌、第二大股东马玲芝系夫妻关系。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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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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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11日，新海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参股子公司陕西通家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陕西通家”）与厦门赢领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赢领汽车”）签订了《新能源汽车购销合作协议书》，协议约定赢

领汽车2022-2023年每年向陕西通家采购不低于10000辆厢式冷链物流车。 

2、公司于2022年4月12日与杭锦旗人民政府、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力公

司”）关于光伏新能源项目开发签订了《中能建杭锦旗新能源“制造+发电”一体化项目投资框架协议》，协议约定：公司负责

1GW光伏电池+1GW光伏组件制造项目，总投资约8亿元，项目占地面积约200亩，拟选址在杭锦旗工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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