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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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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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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司 2021 年度末总股本 646,051,647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发现金红利 6.60 元（含税），送红股 4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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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美大 股票代码 002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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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红 - 

办公地址 
海宁市袁花镇谈桥 81 号（海宁市东西大道

60km） 
- 

传真 0573-87816199 - 

电话 0573-87812298 - 

电子信箱 xh@meida.com -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及产品概述 

公司以“健康环保科技造福社会”为宗旨，围绕“中国美厨房--至净、至静、至美、智慧”战略，以科技和智能化为核心，

致力于打造高端健康智慧整体厨房。公司专注于以集成灶为主的新型厨房全系列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是国内集

成灶行业的开创者和领军企业，也是目前行业品类最全、产品性能最优的企业。 

集成灶是厨电行业的新品类，系公司于2003年成功研发推出的新型厨房电器产品。产品颠覆传统产品设计思路，通过下

排油烟技术和模块化集成设计，将油烟机、灶具、消毒柜及蒸箱/烤箱/蒸烤一体等多种厨房电器集成于一体，实现油烟吸排

距离最小化，有效排除油烟和废气达到油烟零泄露，彻底解决厨房油烟对环境污染的痛点以及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同时节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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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空间，改善提升居室环境及空气质量，实现开放式、健康、环保、智能厨房。产品聚集了行业前沿和顶级核心技术，拥

有核心专利166项，其中国际专利11项，发明专利32项，实用新型专利71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25项，并列入国家火炬计划

项目、省市级科技计划项目、省级科技成果推广项目等，产品畅销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并出口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际

市场，集成灶行业销量首位。同时围绕集成灶主业，公司相继研发推出了集成水槽、电蒸箱、电烤箱、蒸烤一体机、洗碗机、

净水器、燃气热水器、橱柜、衣柜等多元化新型厨电产品和家居产品，为消费者提供环保、健康、节能、低碳、智慧的中国

美厨房和高品质生活。 

（二）经营模式 

公司实行“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以自主生产为主，销售以经销模式为主，构建了线上与线下相融合的多元化销售渠

道。线上销售：公司已在天猫、京东、苏宁易购等大型电商平台开设官方旗舰店，并委托专业电商运营机构运营；同时开

设公司官方商城、抖音直卖店，并对线下经销商开放线上经销权限，引导经销商线上线下共赢发展，提高美大品牌的线上曝

光率和品牌知名度，提升公司经上市场份额。线下销售：公司在线下经销商渠道的基础上，已开拓KA渠道、工程渠道、家

装渠道、整装工程、品牌联盟渠道、社区渠道等多元化新兴销售渠道。线下经销商渠道，按县级、地市级、省会城市划分经

销商，通过扁平化的经销商体系，实现对渠道的有力管控，并采用先款后货的交易方式，以保持公司良好的经营活动现

金流。公司已建立覆盖全国范围的营销网络和服务体系，拥有1900多家一级经销商（区域经销商）和3800多个营销终端。

同时，公司已进入红星美凯龙、居然之家、国美、苏宁等知名建材卖场和家电KA卖场；并与业之峰、星艺、点石、名匠、

生活家等知名家装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工程渠道目前仍以地方性中小房地产商为主，公司持续拓展与头部知名地产商的合作，

并积极推进京东超体店、京东家电专卖店、苏宁云店、天猫小店等下沉渠道建设和针对存量市场更新需求的社区渠道建设。 

（三）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系集成灶行业的开创者和集成灶行业内首家上市公司。公司致力于解决厨房油烟问题，打造健康环保厨房事业，于

2003年自主创新成功研发生产出我国第一台集吸油烟系统、灶具和消毒柜等功能于一体的集成灶，填补国内空白，开创了集

成灶新兴行业，成为厨房界的一次重大革命。公司凭借超前的技术优势和先发优势以及强大的品牌优势，集成灶销量位居行

业首位，奠定了行业龙头地位。多年来，公司始终坚持战略方向，坚持以人为本和差异化竞争的经营理念，围绕“高质量发

展”深耕不辍，持续开展自主创新，推进技术和产品升级；稳健扩大多元化销售渠道，布局商业新模式；建设高端智能智慧

工厂，提升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率等，凭借先进的技术、优秀的产品、高端的品牌、强大的营销渠道和优质的售后服务等诸

多优势，使业绩保持高速增长，品牌享誉度极高，行业龙头地位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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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5,604,290.03 2,178,534,859.65 8.13% 1,986,804,431.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50,240,498.73 1,703,713,858.62 14.47% 1,519,248,074.58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2,163,712,476.77 1,770,817,768.09 22.19% 1,684,475,726.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64,683,379.87 543,562,762.44 22.28% 460,012,869.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35,154,984.15 541,904,215.80 17.21% 455,340,455.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8,550,452.22 633,842,680.21 -2.41% 543,387,260.6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3 0.84 22.62% 0.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3 0.84 22.62% 0.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04% 34.35% 2.69% 3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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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511,627.15 540,609,283.25 624,743,220.25 629,848,34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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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0,529,212.14 153,732,433.76 196,636,649.87 213,785,084.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9,972,732.99 148,661,040.61 189,210,827.85 197,310,382.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254,258.63 198,059,104.21 226,863,039.08 174,374,05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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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509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01,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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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志生 境内自然人 21.20% 136,980,500 112,426,125   

夏鼎 境内自然人 20.99% 135,616,000 0 质押 50,017,200 

夏兰 境内自然人 10.22% 66,000,000 49,500,000   

王培飞 境内自然人 5.55% 35,860,026 29,895,019   

钟传良 境内自然人 3.77% 24,385,508 18,289,131   

徐建龙 境内自然人 3.74% 24,182,204 18,136,653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87% 18,547,778 0   

黄红 境内自然人 0.94% 6,104,700 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招

商瑞文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2% 5,942,858 0   

杭州纯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纯阳十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57% 3,704,152 0 冻结 3,704,15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夏志生、夏鼎、夏兰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王

培飞、钟传良、徐建龙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

动人；其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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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21年7月26日获得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颁发的《美大集成灶（直流变频款）控制系统软件V1.0等

12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将有利于公司发挥主导产品自主知识产权优势，形成持续创新机制，有利于提升公

司核心竞争力。 

2、2021年8月19日公司经内部决策程序同意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浙江坤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天通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等其他四家有限合伙人共同发起设立合伙企业——海宁高质创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

合伙企业总认缴规模7亿元人民币，公司认缴15,000万元，占合伙企业总认缴出资额的21.43%。海宁高质创拓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于2021 年 09 月 13 日注册成立。 

 
 
 

 

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夏志生 

                                                                  二○二二年四月八日 

 

夏志生 

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夏鼎 夏兰 

21.20% 20.99% 10.22% 

5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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