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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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准确性、

完整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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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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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是：以未来实施分配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36元（含税），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309,441,175股，预计派发现

金红利42,083,999.80元（含税），现金分红比例为2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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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方科技 603339 四方冷链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黄鑫颖 

办公地址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兴仁镇金通公路3888号 

电话 0513-81658162 

电子信箱 zqb@ntsquare.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食品冷冻设备行业说明 

食品冷冻设备是冷链装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制造低温环境的各类速冻、速冷设备，主要

用于各类农副产品以及各类食品等产品的冷却、冷冻和冷藏仓储，其主要产品包括速冻设备、冷

却设备、制冰设备和冷藏保鲜等其它冷冻冷藏设备。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生活水平的提高



以及对畜禽类肉制品需求的增加，人们对易于保存的方便食品和生鲜冷冻食品的需求持续快速上

升，进而拉升了各类冷冻设备的市场需求。 

速冻设备是冷冻设备制造业中技术含量较高、发展较为迅速的一类细分产品，采用低温急冻

技术迅速将产品冻结，最大程度实现冻结可逆性并保持食物原有色泽口味和营养成分，被广泛应

用于预制菜、水产、米面、果蔬、肉类、调理食品、快餐食品、休闲食品、冰淇淋等食品的生产、

加工、贮藏环节。 

速冻设备、储藏冷库均需要配备制冷系统，其中由制冷压缩机、冷凝器和必备的辅助设备组

成的制冷压缩冷凝机组的需求随着冷链的发展也大幅增长。制冷压缩冷凝机组未来发展趋势为：

集约、标准、智能、可靠、节能环保。 

为满足市场对高效、节能冷却冷冻装置的需要，行业相继推出螺旋式速冻装置、隧道式速冻

装置、平板式速冻装置、流态化速冻装置、液氮或液体二氧化碳喷淋式深冷速冻装置等多种冷冻

设备，以适应快速发展的食品类各产业的速冻、速冷需求。由于持续的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多

项国产冷冻设备的质量水平、技术含量已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为了加快推进畜牧业转型升级，提升畜禽就近屠宰加工能力，建设畜禽产品冷链物流体系，

减少畜禽长距离移动，降低动物疫病传播风险，维护养殖业生产安全和畜禽产品质量安全，政府

推出了“规模养殖、集中屠宰、冷链运输、冷鲜上市”模式，对生猪屠宰、加工现代化水平提出

更高的要求。肉类屠宰、加工企业积极布局发展方向，特别是在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方面，

以及产品创新研发领域持续投入。带动了大型的高效、节能冷却冷冻装备的需求，新型智能立体

冻结隧道装置满足了这一需求。 

党中央高度重视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2019 年 7 月 30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

提出实施城乡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工程。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国家支持家庭农场、农民合作

社建设产地分拣包装、冷藏保鲜、仓储运输、初加工等设施。国家发展改革委于 2020 年启动了国

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建设工作，这项工作以构建国家层面的骨干冷链物流基础设施网络为目标，

重点面向农副产品优势产区和集散地，整合集聚存量冷链物流基础设施，以及冷链物流市场供需

和农产品流通、生产加工等上下游产业资源，提高冷链物流规模化、集约化、组织化、网络化水

平，支持生鲜农副产品产业化发展，促进城乡居民消费升级。2021 年 6 月 7 日，国家发改委印发

《城乡冷链和国家物流枢纽建设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办法》，提出重点支持服务于肉类屠宰加

工及流通的冷链物流设施项目，公共冷库新建、改扩建、智能化改造及相关配套设施项目。2021

年 12 月 12 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十四五冷链物流发展规划的通知，推动冷链物流与速冻食

品产业联动发展。在吉林、黑龙江、河南、山东等速冻食品生产大省，引导速冻食品产业集聚区、

龙头生产企业对接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和产销冷链集配中心，打通原材料采购、产品销售的全

流程冷链服务链条，促进速冻食品产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构建速冻食品冷链过程质量快速检

测体系，完善冷链物流服务追溯体系。提升冷链物流对速冻食品消费保障能力。顺应城市快节奏

生活方式和城乡居民对速冻食品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加强冷链物流服务保障，提升末端配送服

务品质，支撑速冻食品流通渠道由线下为主向线上线下多渠道拓展。适应连锁餐饮、团餐等标准

化、流程化经营要求，依托产销冷链集配中心、中央厨房等设施，加快发展速冻类标准食材、食

材半成品供应链，提高品控能力。 随着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升级，行业对于冷链的需求也在与日递

增。我国冷冻设备制造行业、冷藏运输设备行业等冷链物流环节相关行业都将面临较好的发展机

遇。 

 

2、罐式集装箱行业说明 

罐式集装箱是一种主要用于液态和气态产品的重要运载工具，可满足国内外涉及化工、食品、

医药、军工、新能源等多行业相关产品的物流储运需求。罐箱是全球液体化工品运输的最佳运输

方式，罐箱的使用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一个企业、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物流、环保水平。采用罐



箱运输使得海运、陆运、铁路运输等多式联运比传统液散运输方式更便捷、更安全、更环保、更

经济。其离散化方式和智能化的水平提升使得液散物流更加符合现代供应链要求的信息化发展的

趋势，所以罐式集装箱行业长期发展前景向好。 

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中国铁路总公司在 2017 年 4 月 19 日颁布了《“十三五”铁路

集装箱多式联运发展规划》，明确要求更新升级铁路传统设施设备，提高铁路在运载单元、装备设

施等方面标准化程度，大力发展 20、40 英尺国际标准集装箱，推进冷藏、罐式、干散货等特种箱

运用。2019 年 11 月 28 日《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的决定》第二

次修正，鼓励使用厢式、罐式和集装箱等专用车辆运输危险货物。随着国家鼓励多式联运政策的

出台，及地方对使用罐式集装箱的补贴政策实施，促进了罐式集装箱的使用，国内罐式集装箱市

场需求呈上升趋势。2020 年 4 月交通运输部发布《关于全面加强危险化学品运输安全生产工作的

意见》，要求严格标准规范。发挥我国在联合国危险货物运输及联合国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

制度专家委员会等国际组织中的作用，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在国际组织中贡献中国力量。

研究推动我国加入《危险货物国际道路运输公约》，加快国际规则在我国的适应性研究和引进转化，

及时制修订相关管理标准，提升危险货物多式联运管理水平。加强科技与信息化研发和应用。强

化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研究支撑。2020 年 8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四家单位发布《推动物流业制造

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实施方案》提出进一步深入推动物流业制造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保持产

业链供应链稳定，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题、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广

应用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技术和基于物联网、云计算等智慧物流技术装备，建设物流工业互联网

平台。围绕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重点领域，鼓励骨干制造企业与物流、快递企业合作开辟国

际市场，培育一批具有全球采购、全球配送能力的国际供应链服务商。 

根据国际罐箱组织 ITCO 报告，2011-2021 年全球罐式集装箱保有量复合增长率超过 10%，2021

年末保有量超过 68.665 万台。值得注意的是，国内新能源和半导体等高速发展行业正在成为罐箱

的增长驱动力。芯片、LED 电子、光纤基材、锂电池、核级钠等新材料及新能源领域的危化品的

需求拉动下，PTFE 内衬罐、金属钠罐、氢氟酸罐、高纯氨气体罐等特箱产品在这些细分领域的需

求增长较快。 

公司主营业务是食品冷冻设备及罐式集装箱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的主营产品为食品冷

冻设备、罐式集装箱，公司的食品冷冻设备以速冻设备、储藏冷库、制冷系统等为主，公司的罐

式集装箱分为标准罐式集装箱和非标准类罐式集装箱。食品冷冻设备属于冷链装备制造细分行业，

罐式集装箱属于集装箱细分行业。国家强化经济“双循环”，释放出优化基础设施，加速消费升级，

提升居民消费潜力等信息，从而提升了公司冷链装备的景气度。党中央高度重视农产品仓储保鲜

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加快扩张了冷冻设备市场，有利于公司最近几年投入的高效换热器、节能保

温板材等项目的长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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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2,825,009,016.59 2,481,126,362.31 13.86 2,464,948,703.8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948,375,495.15 1,810,283,529.43 7.63 1,745,401,890.46 

营业收入 1,649,915,319.04 1,103,203,106.18 49.56 1,175,301,034.32 

归属于上市公 168,767,513.78 106,447,554.94 58.55 129,465,020.68 



司股东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50,772,667.52 98,816,113.05 52.58 129,188,735.59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02,279,837.35 239,250,742.38 -142.75 369,100,908.49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9.01 6.00 

增加3.01个百分

点 
7.64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55 0.34 61.76 0.42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55 0.34 61.76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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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462,281.95 402,275,706.69 428,313,303.10 503,864,027.3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33,849,561.72 45,386,630.15 51,568,906.83 37,962,415.0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31,756,841.78 44,344,904.80 46,583,443.57 28,087,477.37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16,279,017.22 -84,193,781.57 -32,222,867.04 130,415,82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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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7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9,457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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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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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杰 0 124,596,915 40.27 0 无 
  境内自

然人 

广发证券资管－工商

银行－广发资管平衡

精选一年持有混合型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6,294,845 9,435,829 3.05 0 无 

  

其他 

黄晓颖 -65,000 7,355,004 2.38 0 无 
  境内自

然人 

朱建新 0 7,006,792 2.26 0 无 
  境内自

然人 

朱祥 0 5,680,098 1.84 0 无 
  境内自

然人 

钱洪 -400,000 5,438,454 1.76 0 无 
  境内自

然人 

杨新华 0 4,951,691 1.60 0 无 
  境内自

然人 

广发证券－中国银行

－广发资管乾利一年

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482,648 3,545,890 1.15 0 无 

  

其他 

杨燕萍 0 2,777,257 0.90 0 无 
  境内自

然人 

黄华 -220,000 2,310,872 0.75 0 无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杨燕萍、黄华为黄杰之妹，朱建新为杨燕萍之

配偶，除上述情况以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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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运营稳定，实现营业收入 164,991.53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9.56%，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876.7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8.55%。报告期末，公司总

资产 282,500.90万元，较上年末增长 13.86%，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权益 194,837.55万元，较

上年末增长 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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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