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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79                           证券简称：中坚科技                            公告编号：2022-012 

浙江中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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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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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坚科技 股票代码 002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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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路遥 詹燕云 

办公地址 
浙江省永康市经济开发区名园北大道 155

号 

浙江省永康市经济开发区名园北大道 155

号 

传真 0579-86872218 0579-86872218 

电话 0579-86878687 0579-86878687 

电子信箱 zjkj@topsunpower.cc zjkj@topsunpower.cc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各类链锯、割灌机、绿篱修剪机、坐骑式草坪割草机、清扫机、手推式割草机等，主要

用于园林绿化的种植、修理及养护。 

    链锯主要用于伐木和造材，根据机器的导板长度不同，短导板主要用于间歇性修枝，而长导板用于采伐。产品适用于森

林采伐、造材、打枝等以及贮木场造材、铁路枕木锯截等作业。具有节能环保、安全，产品性能高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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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割灌机主要应用于大面积草坪的扫边或者修剪枯草灌木。具有简洁流畅的设计、安全的防护措施、轻便启动、体积小等

特点。 

     绿篱修剪机主要应用于庭院、茶叶护理，公路和路旁树篱的作业修剪。具有轻松启动，方便维护等特点。 

     坐骑式草坪割草机主要应用于较大面积草坪的修剪，如别墅、公园、高尔夫球场等的地面草坪修剪。具有排草顺畅，不

堵塞、功耗合理噪音低等特点。 

     清扫机主要分为背负式风力清扫机和手提式风力清扫机两大类。其中手提式风力清扫机具有两种功能，即可以进行风力

清扫也可以进行风力收集。主要应用于城市道路清洁，清扫道路落叶、路面灰尘、垃圾，清理草坪落叶修剪后的杂草等，也

可用于庭院、居民社区、学校、医院等企事业单位内卫生清理。具有轻便、振动小、噪音低、风量大、清扫效率高等特点。 

     手推式割草机主要用于私家花园、公园草地、城市街道绿化带、高尔夫球场、其他草地等场所的草坪修剪和美化。 

（二）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的采购包括定制采购和通用件采购。定制采购是指供应商按照公司对选材、型号、规格的特定要求向公司供应小

型注塑件等。由于公司自有产能不足以及小型注塑件的利润空间、技术含量较低，所以公司基本采取定制采购。通用件的采

购则包括压铸件、冲压件、导板、链条等。公司对通用和定制供应商有严格的认证标准和程序，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已与合

格供应商建立起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确保了定制采购质量和交货期。 

      2、生产模式  

      公司生产模式主要为“以单定产”，即根据客户的订单安排生产。 

      3、销售模式 

     公司产品通过国外和国内销售两个渠道进行，其中外销比例约占90%。公司拥有自营出口权，外销为公司直接销售和经

销商代理销售，主要采用ODM模式，ODM模式即公司自主进行产品设计、开发、制造，产品销售时以客户的品牌进行销售；

国内市场主要为经销商代理销售自主品牌，多采用OBM模式。目前，公司已经能为客户提供从产品外观设计、内部零部件

结构改进、生产制造、试验和检测的整套解决方案，公司的ODM模式较业内传统OEM模式延伸了价值链。公司已经掌握了

园林机械从研发、设计到生产制造、检测的完整流程并拥有丰富的行业经验，未来公司仍将坚持以ODM模式为主，为发达

国家的中高端客户定制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凭借技术积累、产品创新、产业链协同配套

以及品牌等核心竞争力优势，与国外众多知名品牌客户已建立起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三）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是国内园林机械行业的重要生产销售企业之一，是国内油锯产品的主要出口企业。公司担任全国林业机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单位、全国林业机械协会户外林业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单位、全国内燃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

单位、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理事单位、小汽油机分会副理事长单位、全国林业机械协会理事会单位和浙江小型通用汽油机协

会副理事长单位。2018-2021年度，主持编制行业标准1项，参与编制国标5项，行标8项，主持编制“浙江制造”团体标准2项，

参与编制“浙江制造”团体标准1项，参与编制行业团体标准4项。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已获得141项专利（9项发明专利、64

项实用新型专利和68项外观设计专利）及3项软件著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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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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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850,430,396.85 881,575,250.11 -3.53% 853,117,533.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30,151,742.70 617,662,229.93 2.02% 643,426,428.73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540,168,566.43 394,879,383.07 36.79% 395,179,829.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499,679.17 -24,180,198.80 151.69% 7,776,962.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60,102.89 -28,903,295.36 114.05% 1,262,765.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830,516.19 39,875,147.52 -250.04% 16,590,493.3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8 150.00% 0.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8 150.00% 0.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0% -3.83% 5.83%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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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730,283.37 128,304,083.83 139,626,583.05 162,507,616.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57,912.18 4,768,204.99 10,159,581.73 -1,470,195.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83,242.94 799,081.36 8,406,865.07 -2,662,600.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035,646.70 -64,285,426.56 23,021,360.64 5,469,19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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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52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8,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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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坚机电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1.55% 68,042,700 0 质押 51,960,000 

吴明根 境内自然人 5.52% 7,286,400 5,464,800   

漳州市笑天创

业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32% 5,700,000 0   

赵爱娱 境内自然人 3.68% 4,860,900 3,645,675   

李卫峰 境内自然人 3.00% 3,960,000 2,970,000   

吴晨璐 境内自然人 2.63% 3,465,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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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展 境内自然人 2.63% 3,465,000 0   

杨海岳 境内自然人 1.50% 1,980,000 1,485,000   

江安东 境内自然人 1.21% 1,600,200 0   

蔡盛韬 境内自然人 1.05% 1,38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中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吴明根先生、赵爱娱女士、吴晨璐女士、吴展先生之

间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形。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前 10 名股东中，股东漳州市笑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 5,700,000 股；股东江安东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600,2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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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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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  

    2021年1月5日，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董

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6日刊登

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二、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控股股东中坚机电持有公司股份6,804.2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1.55%。中坚机电累计质押其持

有的公司股份4,896万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71.95%，占公司总股本的37.09%。公司控股股东中坚机电及其一致行动人累

计质押股份4,896万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56.20%，占公司总股本的37.09%。具体详见公司分别于2021年3月31日、2021

年4月1日、2021年4月2日、2021年9月14日、2021年9月18日、2021年9月28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8、2021-034、2021-036）、《关

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9、2021-010、2021-037）。 

     三、完成办理子公司的注册登记 

报告期内，公司已完成境外全资子公司TOPSUN EUROPE s.r.o（中坚科技欧洲有限责任公司）在捷克的注册登记，并取

得了当地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签发的注册登记证明。本次投资设立的子公司，公司持有100%股权，因此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0年12月26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四、控股股东协议转让部分股份的情况 

    2021年12月28日，中坚机电与王伟明、王伟唯分别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中坚机电分别以14.36 元/股的价格，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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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的公司7,788,000 股无限售流通股股份转让给王伟明，占公司总股本的5.90%；将其持有的公司12,012,000股无限售流通

股股份转让给王伟唯，占公司总股本的9.10%。中坚机电合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19,8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15.00%。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中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仍是公司控股股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2月30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关于控股股东拟协

议转让部分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44）。截至本报告日，上述转让已经完成。 

五、2021年4月29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公司客户产品召回事件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3），由于客户产品召回的

影响，公司在2020年度财务报告里面合计确认和计提了130万欧元的售后维修费用。截止本报告期末，根据与客户的邮件沟

通情况，受疫情影响，召回工作目前仍在进行。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客户已经向我司提供费用清单89.9万欧元，我们已支付

客户返工召回费用75.95万美金，折合约66万欧元。 

 

 

 

 

 

 

 

 

                                                                 浙江中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明根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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