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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62                           证券简称：实丰文化                           公告编号：2022-021 

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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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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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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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丰文化 股票代码 002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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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依娜  

办公地址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文冠路澄华工业区实

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传真 0754-85882699  

电话 0754-85882699  

电子信箱 zhengquan@gdsftoys.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所处的玩具行业目前处于创新发展阶段。科技发展、工艺迭代，新型安全环保材料不断涌现，科

技的发展正推动着玩具行业向前进。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助力高端智能玩具，让玩具不仅仅是“玩”，

更让幼儿在玩中了解新知识大数据和电商的发展助力玩具的销售，不只是单一的超市大卖场模式，而是走

向精准营销；文化产业的日益繁荣让IP以创作形象为导向的玩具产品有了更大的市场、更多的客户以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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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阔的玩具内容来源。 

公司主要从事各类玩具的研发设计、生产与销售，主要产品包括电动遥控玩具、婴幼玩具、车模玩具、

动漫游戏衍生品玩具和其他玩具五大类，产品规格品种达1,000多种，产品出口到全球近百个国家和地区。

近年来，顺应行业发展的趋势以及扩大公司在业内的经营优势，实丰文化正式进入潮品市场，协同全球经

典、潮流IP，精心孵化面向6岁到35岁年龄受众的潮玩品牌，打造的品牌和产品有“萌龙学园”、“洛克

星球”、与《飞狗MOCO》联名的“治愈时空”系列潮玩DIY场景小屋，并且该正版授权产品于2022年4月获

得2022中外玩具大奖（Toy Award）年度潮流玩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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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9,835,548.64 675,614,231.33 -0.86% 648,773,281.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13,214,436.58 526,779,927.04 -2.58% 569,635,221.81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365,391,137.59 251,054,802.27 45.54% 388,051,043.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72,583.02 -40,984,118.02 97.63% 8,280,422.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385,581.47 -39,722,167.41 48.68% 2,835,673.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63,763.03 -22,298,699.15 78.19% 23,593,023.9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34 97.06% 0.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34 97.06% 0.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9% -7.48% 7.29%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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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461,762.27 89,648,871.63 112,057,462.09 76,223,041.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61,301.49 1,987,388.35 1,960,721.37 -7,181,994.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69,235.88 -3,278,412.19 -180,254.55 -19,096,150.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890,603.80 13,615,783.32 -23,182,395.41 42,593,45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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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26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8,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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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俊权 境内自然人 33.14% 39,763,889 29,822,917 质押 30,898,806 

蔡俊淞 境内自然人 12.50% 15,001,200 0 质押 15,001,194 

陈乐强 境内自然人 5.63% 6,750,000 6,750,000 冻结 6,750,000 

蓝尼娜 境内自然人 2.64% 3,166,100 0   

蔡锦贤 境内自然人 2.21% 2,655,150 0   

许欢超 境内自然人 1.83% 2,200,000 0   

#谢昭杰 境内自然人 0.99% 1,187,100 0   

#李娟 境内自然人 0.81% 971,400 0   

黄锐富 境内自然人 0.76% 911,800 0   

#唐存铎 境内自然人 0.73% 876,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蔡俊权、蔡俊淞、蔡锦贤为姐弟关系，三人为一致行动人，其他前十大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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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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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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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事项 

1、2021年度，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20万股，占公司目

前总股本的比例为1%，最高成交价为15.48元/股，最低成交价为8.21元/股，累计使用自有资金1,249.45

万元（不含交易费用），符合回购方案规定，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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