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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922                  证券简称：天秦装备                 公告编号：2023-028 

秦皇岛天秦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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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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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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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56,811,2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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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秦装备 股票代码 30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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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素荣 刘阿会 

办公地址 
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雪山路 3号 

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雪山路 3号 

传真 0335-8500184 0335-8500184 

电话 0335-8508069 0335-8508069 

电子信箱 qhdtqgs@163.com qhdtqgs@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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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以高分子复合材料、金属材料制品的新型加工和应用技术为核心的专用防护装置及装备零部件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系装备防护领域的核心供应商，所属行业为国家重点扶持的战略新兴产业。 

防护装置是我国防务装备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期质量建军、科技强军的重要手段之一。自成立

以来，公司立足防护装置的研发制造，始终坚持自主创新和高端制造的发展战略，积极响应国家“中国制造 2025”战略

规划，从创立之初单一防护功能的弹箭用防潮塞（弹药储存关键零部件），逐步向综合防护产品及装备零部件延伸，陆

续设计、研发、生产出服务于陆、海、空等多用途防务装备的弹药防护箱（筒）、助推器防护箱、集装托盘及枪、弹用

零部件等；公司作为国内率先提出将工程塑料材料替代传统防护材料并实现弹药包装系列化、集装化的供应商之一，正

向着防务装备整体防护方案解决商迈进，综合实力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凭借主要产品在耐冲击性、耐热性、耐寒性、强

度、硬度等技术指标上的明显优势，公司与我国多家防务装备科研及整机/总体单位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为保障

部队战斗力、作战反应能力做出了贡献。 

公司将高分子材料改性技术、有限元分析技术、模流分析技术等多种技术与产品结构设计有机的融合在一起，用系

统工程的观点实现产品的整体优化。公司利用有限元分析技术对产品及系统进行建模,用仿真取代物理实体，找到并解决

潜在（或已有）结构或性能问题：在产品设计、优化或控制环节中，分析、预测并提高产品性能及可靠性，减少物理实

体与测试，评估不同的设计与材料，优化设计，减少材料使用。有限元分析技术不仅降低了企业成本，更重要的是在激

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优势，为企业投入带来了更大的回报。 

公司在持续提升装备防护产品性能与质量的同时，与国内研究所积极开展“产学研”合作，积累了大量工程塑料材

料改性研发及产品设计的丰富经验，并充分利用国内现有专业资源优势，将理论研究应用到产品研发中，承担了多种新

型号装备防护产品的研制任务，持续推动技术的创新和业务领域的不断拓展，建立并巩固了公司在行业内的领先地位，

并逐步成为国内装备防护领域最具竞争力的企业之一。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二）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及服务包括专用防护装置、装备零部件、技术服务及其他等，其中专用防护装置及装备零

部件是公司的主要产品。公司产品不仅广泛服务于陆、海、空等多用途防务装备防护领域，也可应用于民用防护领域。

公司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且已获得行业主管单位及监管部门对从事防务装备配套业务相关的许可和认证。 

1.专用防护装置 

公司专用防护装置产品目前主要应用于防务装备领域，对弹药及相关武器装备进行防护，产品均具有耐冲击性、耐

热性、耐寒性、强度和硬度较高的特点，可在撞击、高温、严寒等恶劣环境下使用。公司产品按生产材料的不同，具体

分为高性能工程塑料类防护装置、树脂基复合材料类防护装置及金属类防护装置三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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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性能工程塑料类防护装置 

高性能工程塑料又称为热塑性塑料，加热熔融、冷却固化成型过程是可逆的，可以回收、循环使用，材料的重复使

用率较高，减少了环境污染，符合环保要求。 

高性能工程塑料材料是公司为了满足专用防护装置的技术指标要求，自主开发、研制的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专用工

程材料，材质均匀，质量轻、易成型、综合力学性能优于木材、钢材，耐腐蚀、耐老化、抗冲击、抗酸碱性能优良。环

境适用温度范围为低温零下 55℃至高温零上 70℃，相对湿度 95%以上。该材料经国家化学材料测试中心按照《塑料拉伸

性能的测定》等国家标准进行高温热老化性能测试、低温性能测试，能够满足极限高低温条件下的贮存性能要求；按照

《炸药试验方法—火、炸药真空安定性试验》等国家军用标准进行相容性试验，与黑火药、TNT、硝基类药、虫胶漆、防

锈漆、硅钢、铜类均有良好的相容性。发展至今，公司的高性能工程塑料已经研发并应用的有 GX1XX、GX2XX、

GX3XX、……、GX6XX等 6个系列 20多种材料。 

公司高性能工程塑料类防护装置主要包括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防化、外贸等高性能工程塑料弹药包装箱 70

余种、工程塑料包装筒近 20 种、集装化托盘近 10 种，产品范围囊括陆、海、空及火箭军各兵种弹药防护箱装置（箱型、

筒型）。同时，公司还可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生产部分用于民用领域的产品，如用于液体盛装的防护筒和用于制造防护

装置制品的材料。基于高性能工程塑料的特点及应用优势，未来公司将加大研发力度，拓展其防务装备和民用的使用领

域，设计、研发出更多的专用防护装置，以满足不同的市场需求。 

（2）树脂基复合材料类防护装置 

树脂基复合材料又称热固性塑料，在第一次加热时可以软化流动，加热到一定温度后，产生化学反应—交联固化而

变硬，这种变化是不可逆的。选择合适的树脂及骨架材料，可以赋予产品不同的性能，如具有超高模量、耐化学腐蚀、

耐烧蚀的特性，能满足极端工况环境下的使用要求。由于树脂基复合材料制品的成型工艺灵活多样，对生产设备的依赖

性较小，更容易生产出任意形状、任意尺寸，且使用要求特殊的防护装置。 

公司树脂基复合材料类防护装置主要包括：海军、空军、火箭军、外贸等树脂基复合材料包装箱、包装筒等等 10余

种。包装箱多为火箭助推器包装箱，对火箭助推器进行密封贮存、运输、机械防护；包装筒多为弹药包装筒，对弹药进

行防护。 

（3）金属类防护装置 

金属类防护装置主要包括铝合金、钢质包装箱，用于导弹等特种装备的密封、贮存、运输和机械防护，具有高阻隔

性高强度、防静电、耐高低温等技术特点，使装备免受水、气、光照等环境因素影响导致战备功能失效。 

2.装备零部件 

装备零部件指直接应用于防务装备的功能性零部件，是防务装备重要的组成部分。 

公司当前生产的装备零部件主要包括：弹箭用防潮塞、单兵多用途攻坚弹系统零部件、催泪弹零部件、弹药零部件、

密封功能件、储运发一体装置、通用弹药技术检查柜（含工具）等。 

弹箭用防潮塞主要在弹药贮存期间替代引信，装配于弹药战斗部（弹头）前端，对弹药口部螺纹进行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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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兵多用途攻坚弹系统零部件主要包括击发机体、握把、提把、护罩，是单兵多用途攻坚弹系统零部件的功能性部

件。 

催泪弹零部件主要包括壳体、发火体、端盖、导火管等，对催泪药剂起到盛装、防护、投掷、发烟的作用。 

弹药零部件主要包括弹壳、隔热垫（套）盖板、压块等，分别起到对弹体时序功能提供保障、提升弹药杀伤范围及

性能的功能。 

储运发一体装置主要包括导弹发射筒、导弹密封包装筒和导弹仓体等。 

通用弹药技术检查柜（含工具）主要用于部队开展通用弹药的技术检查，包含专用工具和通用工具，共计几十种，

广泛适用于各类弹药维护维修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产品及用途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经过多年的实践，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经营模式，具体情况如下： 

1.盈利模式 

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公司已经发展成为具有自主研发能力、自主知识产权、独立产品、较强竞争力的主体。目前，

公司的盈利模式主要包括自主产品销售模式、技术服务及其他业务模式。 

（1）自主产品销售模式 

自主产品销售模式为本公司主要的盈利模式。自设立以来公司专注于以高分子复合材料、金属材料制品的新型加工

和应用技术为核心的专用防护装置及装备零部件的开发与应用，并承担多项国家新型装备防护项目的科研工作，在装备

防护领域具有深厚的技术积累和丰富的应用经验，目前形成了专用防护装置、装备零部件等多用途核心产品。 

公司核心产品的开发需经过指标论证、方案设计、初样、正样研制、产品定型等多个环节，装备系统研制周期长，

需要配套企业与整机/总体单位进行长期的跟踪配合，未经过上述环节验证的产品不会被最终用户选用，因此公司产品的

销售一般具有较强的客户黏性。根据销售客户在业务链条中所处位置，公司核心产品销售客户分为弹药总装厂商、防务

装备外贸商及价格主管单位。目前公司核心产品专用防护装置以向弹药总装商销售为主，由弹药总装厂商整合自身产品

形成完整系统后，再向国内最终用户及防务装备外贸商进行销售；公司装备零部件类以直接向装备总装厂商销售为主，

由总装厂商向最终用户销售；公司部分产品备件直接向最终用户销售。 

此外，公司销售的部分产品为民品，主要根据客户对产品功能、性能、技术参数等要求，进行定制化的生产和销售。 

（2）技术服务及其他业务模式 

对于研发单位而言，取得研制合同并研制成功一方面可以获得相应技术研发收入，同时也有可以获得后续产品定型

后的采购订货。本公司作为总装配套单位，能够直接承接最终用户的研发业务，同时也能承接总装厂商或其他配套厂商

的研发业务，对于承接的研发业务公司均会与客户签订项目研发合同，合同详细约定研究内容、研究进度、研究成果的

验收与交付、成果约定、款项与支付、保密等事项。 

2.采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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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采购特征 

(1)以销定产的计划性采购 

公司作为装备防护产品供应商，产品具有明显的定制化特点，销售受整机/总体单位采购的直接影响，最终受下游用

户采购需求决定，因此公司采购采取销售订单驱动模式、供应商备案模式。由于最终用户采购具有较强的计划性，因此

公司的采购也相应具有计划性。因所需原材料种类众多，备料需要较长时间，因此客户一般在签订正式采购合同前向公

司下达备产通知，公司接到备产通知后即组织采购。公司在采购原材料时至少从《合格供方名录》中选择两个供应商，

通过比价机制做出选择。 

(2)《合格供方名录》制度 

根据国家针对防务装备外购器材的相关质量监督要求，提供相关产品生产所需物料的供应商需经委派代表审核备案，

列入合格供方名录，公司物料采购必须在该目录中选择供应商。公司建立了《合格供方名录》，根据生产经营需要以市

场化原则按照相关要求自主选择合格供应商及外协配套厂商，经公司审核通过后报委派代表审查，审查通过后列入《合

格供方名录》。公司增加供应商按同样程序操作，均需公司及委派代表审核通过。委派代表审查的核心为供方是否具备

长期、稳定的提供满足公司质量要求的原材料生产能力和外协加工能力。 

3.生产模式 

目前国家对防务装备配套行业的科研生产采取严格的许可制度，未取得装备科研生产许可，不得从事装备科研生产

许可目录所列的装备科研生产活动。产品的生产必须按照严格的国家相关标准进行，由委派代表实行全过程质量监督。

公司始终严格遵循国家要求进行生产经营。 

公司的生产目前主要分为自行生产及外协生产。其中自行生产主要依据客户要求进行定制生产，可分为定型前生产

及定型后生产两个阶段。核心产品定型前试验周期长、阶段复杂，公司需要多次提供小批量产品供试验使用，并需要根

据装备设计目标的调整而不断调整本公司产品的设计。产品定型后，在和平时期中防务装备将根据国家及最终用户对装

备建设的要求逐步换装，因此采购数量并未达到可以大规模生产的程度，也属于定制化采购。现代化防务装备呈现专业

化、系列化的特点，也进一步强化了定制化的生产特性。 

公司外协生产主要为密封圈、提手等非核心零部件和材料共混等工序处理的委外生产。在外协生产过程中，由公司

提供设计图纸，外协单位根据公司的设计要求进行加工、承制，每批协作部件均需检验合格后方可装配使用。 

产品生产计划下达后，公司首先根据生产需要确定外协合作方：对于新类型的加工品，公司会根据加工技术能力、

加工成本、加工周期等因素在市场上选择合适的合作方，并将其纳入合格供方名录；对于已成型的加工品，公司会在合

格供方名录中选择几家待选企业，通知待选企业根据设计要求提交报价、交付期限等信息，在进行综合评价和比较后确

定外协厂商。在签署外协合同后，外协厂商根据公司的设计要求组织生产，公司对外协生产过程进行监督并在加工完成

后组织协作部件的检验。对于外协加工质量，最终用户会视同公司自主生产的产品，进行相应的监督和检查。 

报告期内，公司部分非核心零部件加工、材料共混等工序处理通过外协加工完成，能够有效提高生产效率，并充分

发挥专业化协作分工机制，减少不必要的固定资产投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满足公司的生产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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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销售模式 

公司的销售模式以直销为主，经销为辅，经销主要为全资子公司天津丽彩的民用产品。 

公司作为装备防护产品供应商，直接客户主要为防务装备生产厂商，最终用户为装备使用单位。基于安全性、可靠

性、保障性的要求及保密考虑，本行业内的产品通常由研发企业作为定型后保障生产的供应商，采购主要采用配套供应

的方式。公司主要通过持续跟踪用户需求、参与用户新型号产品的研制，进入新型号产品的配套供应体系从而获得产品

订单。 

公司核心产品订货合同主要通过每年参加整机/总体单位组织的订货会来获得的，整机/总体单位会根据其签订的整

机/总体产品订货合同，与有资质的配套单位签订相关配套产品订货合同，公司根据订货合同约定的交货期限安排、组织

生产。 

公司销售的主要产品价格系根据我国相关价格管理办法规定，由价格主管部门审价确定。由于审价批复周期一般较

长，在价格主管部门未批价前，公司向客户交付的价格按双方协商的合同暂定价格入账；待价格主管部门向公司下游客

户下发审价批复后，公司与客户参照审价批复协商签署价差协议或合同，公司依据价差协议或合同在当期对收入进行调

整。 

5.管理模式 

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已建立起规范的管理制度，并建立了覆盖采购、生产、销售、库存等生产经营活动的 ERP 系统，

对所有的采购、生产、库存、销售等活动进行控制。公司通过了 GJB9001C 质量管理体系、GB/T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GB/T24001 环境管理体系以及安全标准化管理体系的认证，建立了完备的质量控制流程，保证了公司管理体系管理的高

效、规范运行。 

6.研发模式 

公司设有专门的研发部门，负责整体研发工作，公司研发流程具体分为立项论证、方案论证、工程研制（初样、正

样）和设计定型等阶段，具体如下图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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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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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公司属于新材料产业下的先进结构材料产业，是国家重点扶持的战略新兴产业。公司自主研发专用改性工程塑料，

并将其应用于专用防护装置和装备零部件的研发与生产。专用防护装置及装备零部件作为武器装备生产制造中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对部队作战力及国家公共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最终用户对产品的稳定性、可靠性、安全性要求非

常高。近年来，国家先后颁布一系列鼓励性政策，支持优势民营企业进入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和维修领域。该等政策的出

台，为民营企业进入防务装备配套市场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同时，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新材料行业发展。国

家产业政策为公司所处行业的发展建立了优良的政策环境，也为公司的发展提供了重大发展机遇。国家多层次的政策支

持将对公司业务的拓展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随着弹药等装备由单一的机械化产品发展成为集光、机、电、化于一体的高技术产品，对装备防护也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防护装置正朝着集成化、信息化、储运发一体化等方向发展，需要不断研制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公司以市

场需求为导向，向综合防务装备防护产品及装备零部件延伸，陆续设计、研发、生产出多层次、系列化防护装置及装备

零部件等产品，为公司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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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末 2021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0年末 

总资产 927,118,507.99 928,983,166.17 -0.20% 891,879,354.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865,977,310.59 877,678,948.72 -1.33% 835,781,228.26 

 2022年 2021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0年 

营业收入 147,906,593.69 241,024,188.26 -38.63% 230,188,146.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6,891,771.33 80,669,602.73 -66.66% 64,397,016.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1,639,681.81 71,794,696.58 -69.86% 61,365,212.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7,062,058.27 93,510,861.37 -49.67% 29,210,555.56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7 0.51 -66.67% 0.5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7 0.51 -66.67% 0.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3.10% 9.45% -6.35% 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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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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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12,238.24 37,271,235.84 31,616,359.26 48,506,760.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9,902,862.51 8,729,701.74 4,714,369.59 3,544,837.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9,103,406.98 8,323,602.91 1,442,373.01 2,770,298.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8,374,918.35 10,755,066.69 -9,563,942.33 7,496,0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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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83 

年度报

告披露

日前一

个月末

普通股

股东总

数 

21,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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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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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金锁 
境内自

然人 
34.69% 54,398,260 54,398,260   

张澎 
境内自

然人 
4.94% 7,744,521 7,744,335   

珠海汉虎纳

兰德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4.15% 6,500,002 0   

潘建辉 
境内自

然人 
3.29% 5,165,000 5,145,000   

毕毅君 
境内自

然人 
1.41% 2,205,000 2,205,000   

中创信和

（北京）投

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18% 1,855,000 0   

侯健 
境内自

然人 
0.78% 1,230,620 0   

李世杰 
境内自

然人 
0.69% 1,085,72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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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国泰

中证军工交

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53% 823,990 0   

北京首轮资

本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45% 7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潘建辉先生与侯健女士系夫妻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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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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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为进一步规范运作水平，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最新规定，结合公司的

自身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和相关制度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修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4月 7日在巨潮资讯

网发布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3）。 

（二）公司于 2022年 4月 2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并于 2022年 5月

17 日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202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公司 2021

年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司总股本 112,008,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人民币 3.5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39,202,800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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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4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156,811,200 股。本次利润分配不派送红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 年 5 月 25 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 年 5 月 26 日。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

于 2022 年 5 月 26 日实施完成。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2022 年 5 月 19 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

《关于 202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3)、《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

告》（公告编号：2022-051）。 

鉴于上述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公司分别于 2022年 6月 1日和 2022年 6月 2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6 月 2日、2022 年 6 月 24 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

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5）、《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0）。 

（三）公司于 2022年 4月 2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并于 2022年 5月

17日召开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22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4

月 22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续聘 2022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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