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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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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1 年度实现净利润合并口径为

208,327,029.50 元。母公司 2021 年度实现净利润为 234,652,468.45 元，按 10％提取法定盈余公

积 23,465,246.85 元后，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285,927,533.20 元，扣除 2020 年度分配的股利

118,403,742.00 元，母公司本年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378,711,012.80 元。 

经董事会决议，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分红的有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福达股份

未来三年（2020 年-2022 年）股东回报规划》之规定，公司拟实施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公司总股本 646,208,651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5.00 元（含税），派

发现金红利总额为 323,104,325.50 元。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也不进行股票股利

分配。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福达股份 603166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海涛 蒋卫龙 

办公地址 桂林市西城经济开发区秧塘工业园秧

十八路东侧 

桂林市西城经济开发区秧

塘工业园秧十八路东侧 

电话 0773-3681001 0773-3681001 

电子信箱 foto@glfoto.cn foto@glfoto.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所处行业情况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数据，2021 年国内汽车产销同比呈现增长，汽车生产量为 2608.2

万辆，销量为 2627.5 万辆。结束了 2018 年以来连续三年的下降局面。其中新能源汽车成为最

大亮点，全年销量超过 350 万辆，市场占有率提升至 13.4%，进一步说明了新能源汽车市场已



经从政策驱动转向市场拉动；受国际市场的恢复、中国品牌竞争力提升等因素推动，我国汽车

出口表现出色，从 4 月份以来，多次刷新历史记录，年度出口首次超过 200 万辆，实现了多年

来一直徘徊在 100 万辆左右的突破；中国品牌汽车受新能源、出口市场向好带来的拉动作用，

市场份额已超过 44%，接近历史最好水平。 

1、乘用车市场继续保持 2000 万辆以上规模 

从全年乘用车销量变化情况来看，乘用车产销同步增长，分别为 2140.8 万辆、2148.2 万辆，

分别增长 7.1%和 6.5%。年初由于基数较低，乘用车市场表现出大幅增长的状态，但是随着芯片

供应不足问题逐步呈现，叠加同期基数的快速提高，乘用车市场开始出现下滑，且降幅有所扩

大。进入四季度，伴随着芯片问题的逐步缓解，乘用车市场运行趋稳，降幅逐渐收窄。 

2、商用车产销有所下降 

2021 年，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467.4 万辆和 479.3 万辆，同比下降 10.7%和 6.6%。今年商

用车市场的波动主要是由于重型柴油车国六排放法规切换导致的需求波动，国五产品在购置成

本和使用成本方面都低于国六产品，因此市场更青睐于国五产品。 

从全年商用车走势看，上半年表现明显好于下半年。其中一季度由于同期基数较低，产销

呈现大幅增长，二季度开始销量同比下降，下半年下降趋势更为明显。从 2021 年客货细分车型

产销情况看，货车中，重型货车、轻型货车以及微型货车减量都比较大，其中重型货车减量最

大；客车中，轻型客车的增长拉动了整体客车产销的增长。 

3、新能源汽车产销超过 350 万辆 

新能源汽车成为行业最大亮点，其市场发展已经从政策驱动转向市场拉动新发展阶段，呈

现出市场规模、发展质量双提升的良好发展局面，为十四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的基

础。2021 年，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354.5 万辆和 352.1 万辆，同比均增长 1.6 倍，市场占

有率达到 13.4%，高于上年 8 个百分点。 

从新能源汽车走势情况来看，全年保持产销两旺的发展局面，3 月份开始月销量超过 20 万

辆，8 月份超过 30 万辆，11 月份超过 40 万辆，12 月份达到 53 万辆，表现出持续增长势头。 

（二）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业务情况 

1、公司主营业务 

本公司主要从事汽车、工程机械、农机、船舶等动力机械发动机曲轴、汽车离合器、螺旋

锥齿轮、精密锻件和高强度螺栓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公司于 2018 年与 ALFING 共同出资设立

桂林福达阿尔芬大型曲轴有限公司，主要业务为设计、开发、生产、销售大型曲轴。本公司是

国内发动机锻钢曲轴、汽车离合器主要生产企业之一，是国内精密锻造产品的研发、生产基地

之一。公司配套产品类型已涵盖商用车、乘用车、新能源汽车、农业机械、工程机械、船舶。



此外，公司产品以配套商用车为主，同时通过合资公司正在加大拓展船用发动机曲轴产品等非

道路用发动机曲轴配套业务。公司的客户也正以境内整车厂、主机厂为主逐步发展为境内外客

户并重的产业格局。 

2、公司经营模式 

公司现阶段以自主经营为经营战略，经营模式以主机配套为主，面向售后服务市场销售为

辅。其中主机配套是公司直接接受各大发动机和整车厂商的订单，为其配套供应产品；售后服

务市场是公司将产品出售给分布在全国范围内的汽车零配件销售商，汽车零配件销售商再向售

后服务市场零售。主机配套市场对零部件配套企业的产品供应保证和质量标准有着较高的要求，

该市场平均价格水平较售后服务市场的价格略高，可获得利润空间较大。公司 2019-2021 年主

机配套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98.29%、98.97%、97.5%。 

公司的具体经营模式通常为销售、生产、采购、售后服务四个环节。 

在销售环节，公司对配套客户的选择有较高的要求，一般需要拥有一定规模和实力，实现

配套的发动机和整车厂商大多为国内外知名企业，具有良好的信誉度。公司与主机配套厂商签

订购销合同，直接发货到配套的主机厂，并与主机配套厂商结算。在境内销售方面，公司设专

职销售团队负责对所覆盖区域的客户提供现场服务和销售管理工作。对于公司的境外销售及客

户服务，由公司总经理直接负责，在欧洲设立了全资子公司福达技术（欧洲）有限公司，负责

技术研发、客户维护、市场开拓等具体工作。 

在生产环节，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采用专业化分工生产模式：桂林曲轴公司、襄阳曲轴公司

从事曲轴加工业务；桂林齿轮公司从事螺旋锥齿轮业务；离合器分公司从事离合器业务；福达

锻造公司从事精密锻件业务；全州部件公司从事高强度螺栓业务；公司与 ALFING 共同设立的合

资公司福达阿尔芬公司从事船机曲轴等大型曲轴业务。各单位从配套厂家或销售商取得客户订

单后，根据订单进行综合平衡，根据客户需求情况，编制生产计划并组织生产。质量管理部门

负责产品检验和状态标识及可追溯性控制；设备管理部门负责设备运行管理与维护。 

在采购环节，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生产所需的原材料、通用零配件及非标准零配件采购由

母公司采购管理部统一进行管理（外地子公司除外）。目前公司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原辅材料采购

体系，包括合格供应商的选择、日常采购控制以及供应商的监督考核等。采购部门根据生产部

门的月度生产计划制定采购计划并予以实施。 

在售后服务环节，本公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与主机厂商协商确定产品售后服务规定时限。

本公司有专门的售后服务部门和售后服务人员。售后服务包括对主机厂商生产过程中使用本公

司产品的服务，主机厂商售出产品后对用户的服务。对主机厂商售出后用户的服务，一般委托

主机厂商的售后服务部门统一进行。根据委托协议，双方审核同意后进行费用结算。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

上年 

增减(%) 

2019年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3,676,446,622.6

4 

3,389,635,667.7

4 
8.46 3,212,353,820.64 3,210,776,555.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637,811,713.1

6 

2,264,816,923.5

6 
16.47 2,150,327,481.70 2,159,265,316.41 

营业收入 1,814,609,944.5

0 

1,770,306,191.7

9 
2.50 1,514,774,256.12 1,514,774,256.12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

关的业务收入和不

具备商业实质的收

入后的营业收入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08,327,029.50 200,584,148.36 3.86 133,306,612.36 142,244,447.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89,464,100.77 149,505,439.22 26.73 96,373,759.02 96,373,759.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22,726,572.43 272,107,984.70 18.60 347,486,955.06 347,486,955.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8.53 9.14 

减少

0.61个

百分点 

6.29 6.69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4 0.34 0 0.22 0.2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4 0.34 0 0.22 0.24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537,928,461.31 510,305,175.44 346,764,592.61 419,611,715.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2,178,363.94 56,980,379.42 39,681,298.42 49,486,987.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55,422,240.71 62,851,088.20 32,418,048.31 38,772,723.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17,169,744.98 165,406,654.38 -121,031,546.39 161,181,719.46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

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3,69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6,776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福达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28,020,026 384,387,985 59.48 0 质押 180,09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黎福超 0 24,000,000 3.7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广西农垦资本管

理集团有限公司 
16,759,776 16,759,776 2.59 16,759,776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国任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传

统险 2 

9,310,986 9,310,986 1.44 9,310,986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上海季胜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季

胜激光一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9,278,386 9,278,386 1.44 0 无 0 其他 

黎锋 0 6,084,000 0.9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海铂绅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铂绅二十一号证

券投资私募基金 

5,772,811 5,772,811 0.89 5,772,811 无 0 其他 

彭敏 5,586,592 5,586,592 0.86 5,586,592 无 0 境内自然人 

常州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5,586,592 5,586,592 0.86 5,586,592 无 0 国有法人 

成都立华投资有

限公司－立华定

增重阳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5,586,592 5,586,592 0.86 5,586,592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黎福超为福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黎锋、黎莉、黎海、黎宾

为黎福超之子/女，吕桂莲为福达集团董事，因此前述人员构成一致行

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

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资产总额 367,644.66万元，比年初增加 8.46%；营业收入 181,460.99

万元，同比增长 2.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832.70万元，同比增加 3.86%；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63,781.17万元，比年初增加 16.47%；基本每股收益 0.34元，与上

年持平。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

终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