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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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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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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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

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3元（含税），不送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 

该预案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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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容冷链 603187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定勇 王东海 

办公地址 青岛市黄岛区隐珠山路1817号 青岛市黄岛区隐珠山路1817号 

电话 0532-58762750 0532-58762750 

电子信箱 dm@chinahiron.com dm@chinahiron.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所处行业 

根据中国证监会 2012 年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从事的商用冷链设备业务

属于 C34通用设备制造业；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公司主营业务属于 C3464 制冷、空调设备制

造业。 

公司主营产品商用展示柜属于冷链物流设备中的终端设备，广泛应用于冷饮、速冻食品、饮

料、乳制品等快速消费品行业和流通行业，由下游客户投放到大型商业超市、连锁便利店、机场、

火车站、小卖铺、报刊亭、住宅小区、写字楼、校园、游乐园、工业园区、高速服务区等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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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冷链物流设备行业发展相对较晚，受益于我国

城镇化建设和居民消费升级，人们对食品饮料在安全、保鲜、营养、健康、口感等方面的要求不

断提高，在《“十四五”冷链物流发展规划》等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和推动下，冷链物流设备行业

有望继续保持近年来良好的发展势头。 

2、季节性波动特征 

公司商用冷冻展示柜和商用冷藏展示柜的下游客户主要集中在冷饮行业、速冻食品行业和饮

料行业（包括水饮料、功能性饮料、碳酸饮料、茶饮料等）、乳制品行业，且以冷饮和饮料行业为

主。冷饮的终端消费具有明显的季节性，饮料的消费具有一定的季节性，因此客户采购并投放商

用冷冻展示柜和商用冷藏展示柜也呈现一定的季节性。通常每年的上半年和年底为公司的产销旺

季，7-10月份为销售和生产的淡季。 

公司商超展示柜的主要客户是连锁品牌便利店、商业超市、生鲜及社区超市等，用于放置奶

制品、饮料、蔬菜、冷鲜食品、速冻食品等。客户通常根据开店进度采购商超展示柜，因此商超

展示柜的投放不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公司商用智能售货柜的下游客户主要是饮料、乳制品、

食品等行业的品牌商和运营商，产品投放于住宅小区、写字楼、地铁、机场、火车站、学校、工

业园区等人群密集的场所。客户根据客流量、消费能力、消费理念等因素布局商用智能售货柜，

因此商用智能售货柜的投放不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 

随着公司下游客户所处行业和地区的范围不断扩大，产品生产季节性波动在减弱。 

3、行业地位 

商用冷冻展示柜领域，公司经过十多年精耕细作，市场占有率和品牌知名度逐年提高，已处

于行业领先地位；商用冷藏展示柜领域，公司在北美高端饮料行业有一定的市场占有率，在国内

市场与多家知名的饮料企业开展合作，市场占有率快速提升；商超展示柜领域，公司加强与连锁

品牌便利店、商业超市、生鲜及社区超市的合作，并开拓下沉市场，扩大了细分领域的品牌影响

力；商用智能售货柜领域，公司提前储备技术和产品，通过与新零售运营商和部分快消品品牌商

合作，取得了较好的先发优势。未来公司将紧跟下游行业发展变化，以客户需求为导向进行技术

和产品的研发，强化公司提供专业化、差异化、定制化解决方案的能力，助力下游行业渠道的高

端化、智能化升级。 

（一）主营业务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商用冷链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坚持“专业化、差异

化、定制化”发展战略。公司以商用冷冻展示柜、商用冷藏展示柜、商超展示柜及商用智能售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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柜为核心产品，主要采用面向企业客户的销售模式，为客户在销售终端进行低温储存、商品展示

和企业形象展示等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及专业化服务；同时，公司为其他制冷产品供应商提供 ODM

服务。 

（二）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采购的原材料主要为钢材、异氰酸酯、组合聚醚、压缩机、玻璃门体等，其中异氰酸酯

和组合聚醚因化工原料的性质难以大量存储，其他主要原材料通常会根据市场行情以及库存情况

提前采购，部分采购周期较长的零部件（如进口压缩机）会提前备货，其他定制性较强的零部件

或辅助原材料按照销售订单需求进行采购。为保持主要原材料供应渠道的稳定、保证原材料供应

质量，公司建立了合格供应商制度，即由采购部根据供应商产品质量、供货能力、生产管理体系、

产品价格、售后服务等要素对供应商进行评定，确定合格供应商名单。采购部对所有合格供应商

进行日常考核，根据考核结果确定其是否进入下一年度的合格供应商名单。 

2、生产模式 

通过长期实践探索，公司建立了柔性化生产管理体系，可以为客户提供专业化、差异化和定

制化的产品。该生产管理体系既可以保障订单量较大的单一型号产品的批量化生产，又可以保障

单条生产线上多类产品的“混合式”生产，实现了小批量、多批次、多型号并线生产。该生产管

理体系灵活机动，可以快速响应客户的定制化需求，同时实现了公司产品在保持多样化、差异化

的前提下生产效率的提升。 

3、销售和服务模式 

公司主要采用面向企业客户的直销模式，通过国内外销售网络实现“海容”品牌产品的销售。

公司较少部分业务采用“经销”“零售”销售模式，另有较少部分业务通过 ODM 形式开展。 

公司向客户提供与产品相关的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综合服务。事前阶段，公司的销售和

研发团队深入客户的终端应用场景，共同研究分析客户需求，提高研发效率，奠定产品差异化、

定制化基础；事中阶段，公司的销售团队持续跟踪了解客户、经销商、终端网点、消费者在产品

投放和使用过程中的体验，及时反馈到研发端，推动产品升级改进；事后阶段，公司通过专业团

队向客户提供产品运输、现场安装、集中培训、退换货、集中仓储、维护保养等售后服务，以及

针对智能化产品的设备运营、数据分析、算法升级等长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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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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7,025,014.54 3,212,744,291.90 15.70 2,240,129,547.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366,329,895.49 1,816,006,962.52 30.30 1,463,500,845.52 

营业收入 2,661,793,901.13 1,890,489,147.79 40.80 1,535,632,694.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25,154,973.12 268,096,109.00 -16.02 218,836,696.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0,950,909.36 243,714,929.99 -13.44 203,457,550.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5,661,868.83 373,915,592.51 -85.11 192,200,685.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0.41 16.52 减少6.11个百分点 15.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6 1.22 -21.31 1.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5 1.16 -18.1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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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8,397,772.82 938,086,966.12 489,039,569.66 666,269,592.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62,803,642.24 100,350,737.29 30,887,564.97 31,113,028.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63,666,602.82 102,690,075.49 20,369,800.93 24,224,430.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56,022,924.53 -49,839,300.41 242,873,906.42 18,650,18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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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5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635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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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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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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伟 15,675,688 54,864,908 22.4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江春瑞 2,758,896 9,656,136 3.9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马洪奎 2,354,671 8,124,958 3.32 46,556 无 0 境内自然人 

赵琦 2,338,996 8,070,097 3.30 46,556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存江 2,314,686 7,985,011 3.27 46,556 无 0 境内自然人 

赵定勇 2,074,702 7,145,067 2.92 46,556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大成高新技术产

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721,845 6,531,083 2.67 0 无 0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欧价值智选回

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009,475 5,009,475 2.05 0 无 0 其他 

林伯春 1,311,992 4,522,140 1.85 27,933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彦荣 1,301,268 4,438,048 1.82 46,556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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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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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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6.62 亿元，同比增长 40.80%；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2.25亿元，同比下降 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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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