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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77             证券简称：天箭科技               公告编号：2022-010 

成都天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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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5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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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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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箭科技 股票代码 002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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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艳  

办公地址 成都高新区科技孵化园 9 号楼 B 座  

传真 028-85331009  

电话 028-85331008  

电子信箱 irm@cdtjkj.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高波段、大功率固态微波前端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当前主要代表产品为弹载固态发

射机、新型相控阵产品及其他固态发射机产品，其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包括雷达制导导弹精确制导系统、其它雷达系统、卫星

通信和电子对抗等。 

主要产品如下： 

1、弹载固态发射机 

弹载固态发射机是公司报告期内最主要的营业收入来源，目前主要配套于导弹的雷达导引系统。 

精确制导武器是实现精确打击的主要手段之一，是信息化战争中物理杀伤的主要手段，并在现代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导引

头作为精确制导武器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导弹的眼睛”，能够良好的跟踪和捕获目标。而公司生产的弹载固态发射机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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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精确制导主动雷达导引头的核心部件，长期为我国军方雷达制导导弹进行配套。 

2、新型相控阵产品 

相控阵是公司新技术创新突破及未来发展的方向之一。 

公司技术团队结合第三代半导体材料的发展成果，自主研发了一种不同于传统T/R组件的新型相控阵天线，具有尺寸小、重

量轻、免维护和低功耗的优点。基于以上优点，公司新型相控阵天线除了可运用于商用卫星领域，还可以应用于精确制导雷

达、星载雷达及机载雷达等军事武器装备中，这将进一步扩展公司产品在军事领域中的应用，提高公司的行业地位。 

3、其他固态发射机产品 

公司技术除应用于雷达精确制导外，还广泛应用于卫星通信、电子对抗等领域。 

（二）公司经营模式  

作为一家专业从事高波段、大功率固态微波前端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采用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销售、

服务为一体的经营模式，根据用户需求，开发满足用户需要的产品及解决方案。  

（三）业绩主要驱动因素  

1、行业发展趋势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和国际格局逐步演变，我国面临的国际与周边环境日趋复杂，周边不安定因素较多。为维护

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我国国防投入不断增加。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上升，持续保持原有的国防预算费用将无法满足我

国日益增长的国防需要，因此我国的现代化国防科技工业仍然有非常广阔的增长空间。 

行业发展方面，在信息化战争条件下，国防科技工业正向高技术、高强度、高合成的方向发展，其发展对国防武器装备先进

性的要求越来越高。军工电子产业作为信息化战争的重要、必要核心产业，肩负着增强我国国防力量的重大使命，将显著受

益于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的持续增长。在各种武器的对抗过程中，以电子侦察、电子压制、电子防护等为主要内容的电子干扰

与反干扰技术逐渐成为现代战争的重要形式，电子装备在飞机、舰船、导弹等武器系统中的比重持续上升。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已明确，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加快武器装备

现代化，聚力国防科技自主创新、原始创新，加速战略性前沿性颠覆性技术发展，加速武器装备升级换代和智能化武器装备

发展。这些意味着军工行业将迎来大发展时机。 

2、公司自身优势 

公司是国内较早专注于高波段、大功率固态微波前端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以及进行产业化推广应用的民营企业之一，已

掌握了固态微波前端技术应用的多项核心技术，研发能力较强。高波段、大功率固态微波前端相关技术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形成了较为丰富的产品系列，可为客户提供全方位定制化解决方案。目前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弹载、机载、星载、车载雷达系

统。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为国防军工科研生产单位提供关键部件、分系统配套业务，在行业内形成了较高的知名度与认可度，在

技术研发、产品订制、产品质量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 

在夯实固态发射机基础核心技术的同时，公司研制的新型相控阵天线，具有尺寸小、重量轻、功耗低和免标校的优点。不断

的技术创新稳固了公司在国内微波前端细分行业的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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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8,046,187.30 1,123,832,495.50 8.38% 571,014,959.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14,015,275.85 924,113,832.85 9.73% 376,044,282.27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278,412,932.08 218,622,306.07 27.35% 276,766,510.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1,351,443.00 82,369,550.58 35.19% 96,076,478.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1,861,175.93 74,089,046.55 37.48% 93,292,973.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38,228.39 27,892,067.55 -84.09% -2,741,062.0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56 1.23 26.83% 1.7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56 1.23 26.83% 1.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51% 10.70% 0.81% 2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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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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85,132.74 113,671,129.87 102,007,734.53 9,548,934.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223,802.68 31,827,064.82 40,665,843.78 22,634,731.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291,598.33 30,941,415.96 39,737,975.89 18,890,185.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043,652.37 -13,387,639.06 9,427,113.11 26,442,40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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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19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4,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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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继勇 
境内自然

人 
36.01% 

25,750,00

0 
25,750,000   

陈镭 
境内自然

人 
23.08% 

16,500,00

0 
16,500,000   

刘永红 
境内自然

人 
6.29% 4,500,000 4,500,000   

梅宏 
境内自然

人 
1.84% 1,312,500 1,312,500 质押 1,200,000 

#马洁 
境内自然

人 
0.56% 400,000 400,000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54% 388,671 388,671   

陈瑞斌 
境内自然

人 
0.36% 255,190 255,190   

余峰 
境内自然

人 
0.28% 199,400 199,400   

#北京沃蓝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沃蓝

瀛洲一期私

募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28% 199,100 199,100   

中意人寿保

险有限公司

－分红产品 2 

其他 0.28% 198,966 198,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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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楼继勇为公司控股股东。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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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股东马洁通过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400,000

股，合计持有 400,000 股。 

2、公司股东北京沃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沃蓝瀛洲一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东兴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199,100 股，合计持有 199,100 股。 

3、公司股东陈慧通过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176,850

股，合计持有 176,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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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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