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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010                           证券简称：晶雪节能                           公告编号：2022-013 

江苏晶雪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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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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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变更为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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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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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08,0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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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晶雪节能 股票代码 30101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兰 郑胜君 

办公地址 江苏武进经济开发区丰泽路 18 号 江苏武进经济开发区丰泽路 18 号 

传真 0519-88061325 0519-88061325 

电话 0519-88061278 0519-88061278 

电子信箱 zqb@jingxue.com zqb@jingxu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用途 

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冷库和工业建筑围护系统节能隔热保温材料（金属面节能隔热保温夹芯板及配套产品）的研发、设

计、生产和销售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经过持续的技术改进、新产品开发和市场拓展，实现了主营业务的健康发展，报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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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公司主营业务、主要产品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主要产品为冷库和工业建筑围护系统节能隔热保温材料，具体分为金属面节能隔热保温夹芯板和冷库门、工业建

筑门、升降平台等配套产品，其中金属面节能隔热保温夹芯板是公司的主要产品。公司主要为冷链物流、食品加工、商场超

市、酒店及航空配餐、生物制药、精细化工、精密电子等行业提供相关围护系统解决方案，并与冷库制冷系统、控制管理系

统等组成冷库系统和工业建筑节能厂房系统，用于需要恒温环境的果蔬食品、药品疫苗、精密电子等商品的生产、储存和物

流。 

（二）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原材料分为：彩钢板、不锈钢板等金属板材；异氰酸酯（聚合MDI）、多元醇组合料（组合聚醚、聚酯）等化工原

料以及岩棉板和其他辅料、配件。 

公司的原材料采购由采购部门负责。由于围护系统节能隔热保温材料需要在材质、颜色、规格以及性能指标等方面满

足具体项目的设计要求，不同订单的原材料差异较大，因此，公司主要采用“以产定购，结合基础备料”的方式进行原材料

采购，在计算相关原材料的采购数量时主要依据待生产的客户订单相关原材料的计划耗用量和历年同期备料数据综合判定。 

采购部门根据生产计划表、仓库储存量情况及各部门的《采购物资申请单》编制采购计划。采购计划经相关负责人批

准后，根据招标、议标采购或者供应商比价等不同采购流程，采购部门履行相关程序后向最终确定的合格供应商下达采购订

单或签订采购合同。 

采购部门负责对采购订单和采购合同进行跟踪，质量部门按《质量检验规范》对采购的原材料进行验收。 

2.生产模式 

公司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 

公司生产计划部门根据公司与客户签订的销售合同或者订单编制生产总计划，公司各生产部门根据生产总计划制定具

体生产分计划并组织生产。公司销售部门、生产部门以及质量管理部门对生产进度及结果进行严格的监督和控制。 

需要公司负责安装的围护系统节能隔热保温材料产品，主要由公司安装施工业务部门根据销售合同、设计图纸和安装

交底等资料进行安装施工准备，委派安装施工业务部门项目负责人和相关技术人员组织劳务安装工进行安装施工。 

3.销售模式 

围护系统节能隔热保温材料为定制化的非标产品，公司的主要销售模式为直接销售。公司的围护系统节能隔热保温材

料客户主要分为两类：冷库/工业建筑业主用户或者冷库/工业建筑制冷设备、建造工程承包商。公司产品的销售一般需经过

建设咨询、方案设计和合同签订三个阶段，由销售部门会同技术研发、生产工程、商务管理等部门合作完成。 

公司销售部通过市场开拓或相关行业客户主动咨询的途径，会同技术研发部门为潜在客户提供建设咨询，并根据其具

体要求由技术研发部门初步制定围护系统建设整体方案。与潜在客户达成初步合作意向之后，技术研发部门在充分了解客户

具体需求、管理模式、操作习惯等基础上，对围护系统方案进行深化设计并征询公司生产工程、商务管理等部门意见后出具

详细设计方案。待双方对设计方案达成一致后，公司与客户正式签订销售合同。针对需要招投标的客户，公司销售部门根据

客户招投标要求参与招投标工作，中标后与客户签订正式销售合同。 

4.研发模式 

    公司设有研发部，负责公司的技术研发工作，其职能包括节能保温板材、工业门冷库门等产品的新工艺技术的研

究、立项和开发等。公司的研发是以研发项目小组的形式进行，根据公司的年度研发计划，研发部成立各研发课题小组

并由其统一管理。公司建立了研发管理制度，研发人员均具有多年研发经验，并且公司与上海海洋大学、南京林业大学

等高校建立了产学研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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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场地位 

公司具有冷库围护系统的设计、生产、安装和维护一体化全方位服务能力，是国内知名的冷库节能围护系统整体解决

方案提供商。凭借技术、品牌、质量和规模等综合优势，公司已成为国内综合优势领先的冷库围护系统整体方案提供商。公

司与专业化的制冷设备供应商、冷库/工业建筑工程建设商、冷链物流运营商以及食品加工、餐饮、商场超市等众多知名企

业形成合作关系。 

公司目前核心产品节能保温板材的多数技术指标领先于同行，部分技术指标甚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雄厚的技术实力

使得公司主营产品在该领域内的业务一直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受到大客户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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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4,022,531.38 1,050,528,439.96 45.07% 982,168,157.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84,015,870.10 558,880,508.75 40.28% 497,867,181.46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914,019,079.37 772,785,891.15 18.28% 653,705,124.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7,100,790.28 60,206,578.50 11.45% 63,506,657.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5,484,389.78 55,516,207.18 17.96% 55,265,577.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987,792.90 48,886,106.83 -189.98% 64,072,357.7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1 0.74 -4.05% 0.7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1 0.74 -4.05% 0.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99% 11.39% -1.40% 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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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881,018.82 191,147,530.72 176,439,688.24 460,550,841.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74,840.70 11,638,739.93 4,820,432.02 45,666,777.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429,625.47 10,999,358.97 4,230,897.92 45,824,507.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656,520.29 23,768,078.14 -62,462,833.85 39,363,48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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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62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4,078 

报告期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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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晶雪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4.51% 37,270,530 0   

冰山冷热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1.91% 23,661,720 0   

常润实业公

司 
境外法人 14.06% 15,187,500 0   

常州市同德

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52% 4,880,250 0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富国

宏观策略灵

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54% 579,114 579,114   

UBS   AG 境外法人 0.37% 404,238 404,238   

陈秀珍 
境内自然

人 
0.24% 262,300 262,300   

华泰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24% 258,658 258,658   

刘政达 
境内自然

人 
0.24% 256,000 256,000   

法国兴业银

行 
境外法人 0.23% 244,700 244,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常州晶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常州市同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同受公司实际控制人

贾富忠和顾兰香夫妇控制，为一致行动人；常润实业公司实际控制人贾毅为贾富忠侄子，

常润实业公司与常州晶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常州市同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具有

关联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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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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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