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88280        证券简称：精进电动         公告编号：2022-018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报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4月 22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披露的《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经事后审核发现，原披露的公告中存在以下错误需要更正： 

一、“第二节 公司简介和主要财务指标”之“十、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项目”

修行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更正前内容 更正后内容 

应收款项融资 期末余额 16,099,862.93 6,323,809.48 

当期变动 -14,930,535.07 -24,706,588.52 

注：与公允价值计量相关的应收款项融资期末金额均由“16,099,862.93”更正为

“6,323,809.48”，对应报表为“第十节 财务报告”之“十一 公允价值的披露”之“1 以

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和负债的期末公允价值”之“（一） 应收款项融资”及“持续以公允价

值计量的公允价值总额”。 

二、“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四 风险因素”之“（四）经营风险”

之“4 客户集中度较高的风险”。 

更正前内容： 

报告期内，公司对前五大客户的销售收入占年度销售总额的 60.40%。 

更正后内容： 

报告期内，公司对前五大客户的销售收入占年度销售总额的 56.84%。 

三、“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五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之“（一）

主营业务分析”之“2 收入和成本分析”之（4）成本分析表 之“分产品情况”



之“本期金额”，修订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更正前内容 更正后内容 

新能源汽车电驱动系统 649,842,800.21 649,740,588.52 

四、“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五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之“行

业经营性分析”之“汽车制造行业经营性信息分析”，修订如下： 

更正前内容： 

不适用。 

更正后内容： 

1. 产能状况 

√适用  □不适用  

 

现有产能 

√适用  □不适用  

主要工厂名称 设计产能 报告期内产能 产能利用率（%） 

精进百思特 191,715 191,715 47.96 

精进菏泽 120,087 120,087 40.31 

 

在建产能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在建产能工

厂名称 

计划投资

金额 

报告期内

投资金额 

累积投

资金额 
预计投产日期 预计产能 

精进菏泽 8,000.00 4,684.13 7,778.13 2022 年 12 月 31 日 

与以下为同一

产线的不同部

分 

精进北美 1,100,000 7,407.78 9,161.07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5,000 

 

产能计算标准 

√适用  □不适用  

以上精进北美产线与精进菏泽产线各为一个完整产线的一部分，产品一部分生产在精进

菏泽完成，部分在精进北美完成。 

2．零部件产销量 

√适用  □不适用  

按零部件类别 

√适用  □不适用  

 销量 产量 

零部件类别 
本年累

计 

去年累

计 

累计同比

增减

（%） 

本年累

计 

去年累

计 

累计同

比增减

（%） 

新能源汽车电驱动产品 141,507 80,792 75.15 146,584 83,197 76.19 

 



按市场类别 

√适用  □不适用  

 

 整车配套市场销量 售后服务市场销量 

零部件类别 
本年累

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

增减

（%） 

本年累

计 

去年累

计 

累计同比增

减（%） 

新能源汽车电

驱动产品 

141,029 80,208 75.83 478 584 -18.15 

五、“第五节 环境、社会责任和其他公司治理”之“三、 社会责任工作情

况”之“(四)职工权益保护情况”之“员工持股情况”，修订如下： 

项目名称 更正前内容 更正后内容 

员工持股人数（人） 130 125 

员工持股人数占公司员工总数比例（%） 13.01 12.51 

员工持股数量（万股） 1,149,992 2,269.61 

员工持股数量占总股本比例（%） 19.48 3.85 

注：1、以上员工持股情况不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参见本报告“第四节公司治理 六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况”；2、上述员工持股数量系员工通过员工持股平台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六、“第四节 公司治理”之“六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之“（一）

现任及报告期内离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持股变动及报酬

情况”之“其他情况说明”，修订如下： 

项目名称 更正前内容 更正后内容 

实际控制人余平间接持股比例 13.85% 13.35% 

七、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中“二、公司基本情况”之“4、股本及股东情

况”的“（1）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别表决

权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及 2021 年年度报告全文中“第七节股份变

动及股东情况”之“三、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之“（一）股东总数”之“年

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末普通股股东总数”，修订如下： 

项目名称 更正前内容 更正后内容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6,950 16,098 

八、“第十节 财务报告”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之“22、在建

工程”之“（2）重要在建工程项目本期变动情况”,修订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更正前内容 更正后内容 工程累计投入占预算比例

(%)/工程进度比例 

更正前内容 更正后内容 

北美-基地建设（预算数） 82,297,536 51,332,798.63 62.37 100.00 

菏泽-产线建设（本期增加金额） 53,531,188.59 52,991,760.33 78.56 29.36 

菏泽-产线升级（本期增加金额） 21,414,442.58 21,319,932.14 17.09 13.60 

菏泽-研发试制能力建设（本金

增加金额） 

723,104.25 703,786.13 42.54 41.40 

上海-产线建设（本期增加金额） 6,000,960.47 5,973,671.78 83.85 7.21 

上海-产线升级（本期增加金额） 3,502,250.19 3,497,910.89 94.51 5.42 

上海-研发试制能力建设（本期

增加金额） 

/ / 29.42 11.75 

本期增加金额合计 183,052,443.95 182,367,559.14 / / 

合计（预算数） 630,398,274.39 599,433,537.02 / / 

九、“第十节 财务报告”之“二、财务报表”之“合并利润表”，修订如

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2021年度 2020年度 

更正前内容 更正后内容 更正前内容 更正后内容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8,153,692.10 8,153,692.10 

 

8,144,832.27 -8,144,832.27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14,240,577.99 -14,240,577.99 22,389,640.75 -22,389,640.75 

十、“第十节 财务报告”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之“78、现金

流量表项目”之“（1）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之“2020 年度数据”，

修订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更正前内容 更正后内容 

其他营业外收入 871,471.45 863,221.45 

其他往来款 1,419,579.99 1,427,829.99 

除上述更正外，公司《2021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其他内容保持不

变，更正后的《2021 年年度报告》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供投资者查阅。 

公司对上述公告中出现的错误以及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今后公司将加强定期报告编制中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避免类似问题

出现，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5 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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