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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1234                  股票简称：泰慕士            公告编号：2022-024 

江苏泰慕士针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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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6667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5.00

元（含税），送红股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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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慕士 股票代码 00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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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霞 无 

办公地址 如皋市城北街道仁寿路益寿路 666 号 无 

传真 0513-87505566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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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513-87770989 无 

电子信箱 tmscw@nttms.com 无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为针织面料和针织服装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为迪卡侬、森马服饰、Quiksilver、Kappa、佐丹奴、全

棉时代、曼妮芬等知名服装品牌提供贴牌加工服务。公司拥有在行业内具备领先优势的纵向一体化针织服装产业链，涵盖了

针织面料开发、织造、染整以及针织服装裁剪、印绣花、缝制等诸多生产环节，通过构建全流程信息控制系统和自动仓储系

统，依靠专业设备自动化、核心工序模块化、员工操作标准化管理，建立了能够满足客户多品种、小批量、多批次采购需求

的柔性生产链。 

公司为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建有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江苏省企业技术中心、江苏省针织高档面料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自主开发的多款面料产品被评定为江苏省高新技术产品，合作开发的高耐磨色牢度热湿舒适针织产品开发关键技术获中

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学进步一等奖。公司已连续多年被中国服装协会评为中国服装行业百强企业。在百强企业中，以服装品

牌商为主，与公司模式相近的OEM服装制造商或一体化服装制造商的数量极少，从侧面反映出公司具有较强的竞争力。2021

年9月，公司被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评为纺织行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同年荣获“2021年度南通市市长质量奖（组织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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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6,158,386.94 539,107,401.98 19.86% 500,600,866.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76,859,982.22 378,808,359.96 25.88% 296,799,453.54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869,337,604.86 693,538,467.82 25.35% 791,387,004.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8,051,622.26 82,008,906.42 19.56% 93,104,298.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1,558,193.10 76,686,505.83 19.39% 90,438,868.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3,219,607.00 109,234,747.75 -5.51% 104,456,678.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23 1.03 19.42% 1.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23 1.03 19.42% 1.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92% 24.28% -1.36% 3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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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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622,791.41 188,585,758.44 231,682,989.10 215,446,065.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661,090.13 25,852,144.45 34,031,525.95 17,506,861.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249,555.53 22,134,406.37 32,477,866.52 16,696,364.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19,185.47 55,583,343.18 10,203,220.82 39,552,22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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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58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9,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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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皋新泰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5.00% 48,000,000 48,000,000   

陆彪 境内自然人 10.12% 10,800,000 10,800,000   

杨敏 境内自然人 10.12% 10,800,000 10,800,000   

南通泰然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5% 4,000,000 4,000,000   

南通泰达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5% 4,000,000 4,000,000   

高军 境内自然人 2.25% 2,400,000 2,400,000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0.10% 103,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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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00% 4,480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企

业年金计划－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00% 3,840    

广东省叁号职业年金计划

－中国银行 
其他 0.00% 3,84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 如皋新泰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陆彪、杨敏分别持有 45%、 

45%的股份。 

2. 陆彪系南通泰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持有 

90%的出资份额。  

3. 杨敏系南通泰然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持有 

90%的出资份额。 

4. 综上，陆彪、杨敏二人合计控制公司 72.75%的表决权，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双方签订一致行动人协议。 

5.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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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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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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