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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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四、风险因素”中详细披露了可能面对的风险，

提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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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5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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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尚未实现盈利 

□是 √否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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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上市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34 元（含税）。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

司的总股本为 120,000,000.00 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16,080,000.00 元（含税）；本年

度公司现金分红占公司 2021 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 103.75%；本次利

润分配不送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相应

调整分配总额。 

 上述2021年年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该方案尚待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8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及板块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 

昀冢科技 688260 /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胜男 / 

办公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周市镇宋家港路

269号 

/ 

电话 0512-36831116 / 

电子信箱 IR@gyzet.com /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 主要业务、主要产品或服务情况 

1、 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主要从事光领域零部件及汽车电子、光电半导体等领域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和销售，

通过产品的自主工艺设计、模具自主开发和超精密加工为支撑，依托冲压、电镀、注塑、SMT、芯

片封装测试、组装等先进工艺，及配套的自动化装备研制能力和产品创新能力，为客户提供精密

电子零部件产品和集成方案的一体化制造。公司的精密电子零部件产品目前主要应用在智能手机

摄像头中的音圈马达 VCM 和摄像头模组 CCM，同时，公司正在积极开拓汽车电子、光电半导体电

子、家电等其他应用领域。 

公司凭借优良的产品设计能力和产品质量与下游诸多龙头企业建立了长期密切的战略合作关系。

马达相关的电子零部件主要客户为新思考、TDK、三美和中蓝光电等国内外龙头马达生产商；摄像

头模组相关电子零部件主要客户为欧菲光、舜宇光学、丘钛科技等光学领域实力雄厚的摄像头模

组生产商。光学领域主要的终端客户为小米、OPPO、VIVO、荣耀和华为等手机品牌厂商。 

公司不断拓展在汽车电子领域的客户群体，目前的主要客户为捷太格特、三井金属，并陆续通过

了京西重工、东洋电装、亚太机电、上海汇众等汽车领域的体系认证。 

在光电导体领域，电子陶瓷已实现小批量量产，主要客户为三安光电、安徽锐拓、穗晶光电、升

谱光电、鸿利智汇；同时已经通过给客户送样并验证的客户主要有欧司朗、深圳瑞丰光电、晶能

光电。 

2、 主要产品情况 

公司的主要产品为摄像头光学模组 CCM和音圈马达 VCM 中的精密电子零部件，主要应用在手机光

学领域。此外，公司在汽车电子领域的产品正处在小订单量产爬坡期，在家电领域的产品销售规

模稳步上升，在光电半导体领域的产品处于小批量产阶段。 

在生产精密电子零部件的同时，公司也应客户要求，设计和开发部分用于精密电子零部件生产的

模具，销售给客户后用于客户的精密电子零部件的生产，并为部分客户提供精密电子零部件的电

镀加工服务。 

（1）精密电子零部件 

公司生产的 CCM组件主要包括支架、镜头组中的镜筒、IR红外滤光片组件和双摄/多摄模组框架。



公司能够生产音圈马达 VCM 中的绝大部分零部件，包括基座、垫片、簧片、镜头载体等主要零部

件。公司可以应客户的设计要求提供整套设计和集成方案，并能够组装完整的音圈马达供应给客

户。 

汽车电子领域是公司未来的发展重点。当前公司批量生产汽车角接触球轴承保持架、汽车电子模

块、转向系统部件等产品，主要涉及汽车转向系统，汽车门窗系统和底盘制动系统；未来公司计

划将车载电子装置周边所有精密零部件模组都纳入生产范围。 

公司家电领域产品少量出货中，主要客户为日本大金和日本天线，供应产品是电气盖盒和天线。 

光电半导体领域是公司重点拓展的新方向。2020 年公司开始采用 DPC（Direct Plated Copper，

直接镀铜陶瓷基板）技术研发“高导热陶瓷电子线路基板”，目前已研发成功并正式量产。产品

主要应作用于大功率 LED 照明、紫外 LED、5G 通讯微基站射频器件、传感器和电力电子功率器件

等领域。 

根据产品生产所采用的工艺技术，公司精密电子零部件产品主要有如下类型： 

1)纯塑料件,主要应用于音圈马达 VCM、光学模组 CCM和汽车电子领域; 

2)金属插入成型件,主要应用于音圈马达 VCM、光学模组 CCM、家电和汽车电子领域; 

3)CMI件,主要应用在音圈马达 VCM; 

4)金属冲压件,主要应用在光学模组 CCM、声学、家电和汽车电子领域; 

5)绕线载体,应用在音圈马达 VCM和汽车电子领域； 

6）陶瓷基板，陶瓷基板产品已研发成功并进入量产阶段，主要运用于大功率 LED 照明、紫外 LED、

5G通讯微基站射频器件、传感器和电力电子功率器件等领域。 

（2）模具及电镀加工 

1)模具 

公司现销售的模具主要为精密注塑模具及精密冲压模具，系应客户要求进行设计和开发并销售给

客户，主要用于客户精密电子零部件产品的生产。 

2)电镀加工 

公司从事的电镀加工业务是指，根据客户需求，通过对电镀用药液浓度、pH值、电阻值、电流值、

浴槽温度等参数进行个性化设置，利用电解的原理将精密电子零部件铺上一层金属，以增加产品

的抗腐蚀性、硬度、导电性，还可以防止磨耗及增加表面美观。 

 公司的主要产品金属插入成型件、CMI 件和金属冲压件会按照客户的定制化需求进行电镀加

工。 

 

(二) 主要经营模式 

（1）研发模式 

 公司与下游市场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技术团队在经过严谨的市场调查后，会出具《可行性分

析报告》，若评审通过，则进入样品设计阶段。设计初期，技术团队会根据指引进行“设计 FMEA”，

即失效模式与影响分析，通过对各个零件及构成工序逐一拆解，找出所有潜在的失效模式和相应

后果，以便预先采取必要措施防范，从而提高设计的一致性与可靠性。在样品设计完成并通过复

核后，技术团队和生产团队根据实践确定工艺流程和实施“工程 FMEA”。在经过打样和流程设计后，

即可投入模具生产或设备生产，为产品量产打下坚实基础。主要研发模式如下图所示： 

 

 



 

 

（2）采购模式 

 1）采购流程 

 公司设立资材部负责生产所需的原材料、辅料、生产设备等物资的采购，确立了“以产定购和

预计备货”的采购模式，采用“以产定购”是因为公司产品主要是针对特定客户研发生产的，具备定

制化特征，因此，针对销售和生产所需而确定原材料采购量；采用“预计备货”是因为公司的终端

用户主要从事 3C 行业，产品更新迭代速度较快，为确保能随时响应终端用户的产品需求、及时向

供应链下游厂商交货，公司通常会预测订单量并对部分原材料和辅料进行提前采购、合理备货。 

 公司设立资材部负责生产所需的原材料、辅料、生产设备等物资的采购，确立了“以产定购和

预计备货”的采购模式，采用“以产定购”是因为公司产品主要是针对特定客户研发生产的，具备定

制化特征，因此，针对销售和生产所需而确定原材料采购量。具体而言，各部门根据生产需求填

写请购单。接到请购单后，采购人员根据物料类别从《合格供应商名册》中选择合适的供应商，

接着将已签核的《采购单/订购合同》提供给供应商，并要求供应商确认回传，采购人员不定期对

供应商产品的交付进行监控，填入《交期管控表》。公司要求供应商交货时必须随货附送货单，由

采购人员通知仓管人员签收，仓管人员对品名、料号、规格、数量进行确认后暂收，对必检品通

知品质部检验。在此过程中，若需要进行特别采用，品质部和技术开发本部必须严格执行特采流

程，在进厂检验时按相关规定实施，并做好标识。 

 2)供应商管理 

 公司对于供应商有严格的管控程序：资材部首先根据供应商提供的资料进行初步筛选，发送

《供应商基本资料表》和《供方管理体系调查表》给供应商填写基本资料和自我评价，资材部根

据供应商的生产能力、生产设备、技术、质量控制是否能满足公司产品要求来确定入围供应商；

接着，资材部要求入围供应商提供样品，由品质部对实物进行检验和测试，必要时先由技术开发

本部对样品进行试制、再交品质部检验和测试，生成《样品鉴定成绩表》；样品通过后，资材部、

品质部、技术开发本部对供应商进行现场评估，达到标准者被评估为“合格供应商”，不达标者被

通知改善。最后，资材部和品质部会对合格供应商定期评估和年度稽核，从交期、品质、服务等

方面打分，考核结果形成《供应商定期评核表》，每年都会由品质部制作《供应商年度稽核计划》

进行控制。 

（3）生产模式 

 公司确立了“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生产管理人员接到销售部门的《生产联络单》后，在库

存不足的情况下，依据客户订单的交期和当日产能排定《生产计划表》发至车间。对于老客户的

成熟产品，公司会依据需求预测来合理备货，从而“储备生产”，防止生产，完成后与下游客户沟

通模具功能性、效率性、经济性等参数以寻求最优解决方案高峰期产能紧张的情况。对于新产品，

模具设计部门先根据产品特性进行模具设计，确认后依序装模、开模、冲压、电镀等，最终注塑

成型。产品自动分穴、摆盘后会进行外观和数量检测，检测达标后下线包装，等待发货，产品的

整个生产过程由公司品质部进行严格的质量监控。 

（4）销售模式 

 公司主要采用直销的方式为客户提供精密电子零部件，主要产品均为客户个性化定制。成立

初期，公司通过上门拜访、他人介绍、参加展会等方式进行客户开发，但是近年来随着知名度的

提高和产品质量的背书，已经能接触到行业内所有重要的马达和光学模组厂商，公司当前阶段以



维系现有客户关系、深化合作为主，同时在开拓汽车电子领域的龙头客户。 

 与客户接洽后，会经历一系列资质认证：首先将样品寄送给客户，由对方品质部门、技术部

门和采购部门共同测评打分；测评通过后，客户会前来审厂，对公司生产车间和生产流程全面核

查；审厂通过后，公司即成为合格供应商，客户会给予一系列爬坡订单。 

 产品生产完成后，由销售部门负责发货和提供售后服务，客户主要对产品的外观和尺寸进行

查验，若有不良品，会将外观图片或尺寸数据发回公司，公司对该批次留样品进行排查后，与客

户协商修理或进行退换货处理。公司与客户的结算方式主要是银行转账，信用期由公司每年依据

客户知名度、信誉程度、合作深度等因素与客户协商确定。 

 

(三) 所处行业情况 

1. 行业的发展阶段、基本特点、主要技术门槛 

（1）公司所处行业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的主营业务属于“C 制造业”

大类下“C39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根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4754-2017）（2019 年修订），公司的主营业务属于“C 制造业”大类下“C39 计算机、通信和其

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中“C3989其他电子元件制造”，细分行业为精密电子零部件制造业。 

（2）行业特点情况  

 在精密电子零部件行业内，日资和欧美企业较早进入这一市场，建立了较强的先发优势，目

前在行业内依靠技术垄断、与下游客户紧密合作、资金雄厚等优势，仍维持着其行业领导地位。

早期国内企业在产业链上多处于代工环节，后来部分民营企业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

术，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和储备，提升技术装备等级，提高生产制造能力，逐渐开始参与国际化的

市场竞争。 

 随着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尤其是移动通信、计算机、消费电子、汽车等行业对高

端精密电子产品需求的急速增长，出现了一批以精密模具制作、精密加工为核心竞争力，在材料

性能改善、研发、生产工艺、销售、品牌方面均逐渐脱颖而出的优秀企业，行业开始呈现出打破

工业发达国家对精密电子零部件市场垄断的趋势。 

（3）行业发展趋势 

1） 应用行业更加广泛 

 精密电子零部件目前主要应用在 3C、汽车电子、家电等行业。未来电子设备的运行速度越来

越快、容量越来越大、能耗越来越低、体积越来越小、成本越来越低，电子产品正朝着人工智能、

无线互联、集成化、娱乐化的方向发展。电子设备中使用的精密电子零部件也会越来越多，随着

相关制造产业的能力提升，精密电子零部件将被应用在更多的新行业中，如航空航天、智能装备、

轨道交通等。 

2） 零部件企业与品牌制造商关系更加紧密 

 下游电子生产厂商经过前几年激烈的市场竞争后逐渐趋于稳定，开始进入品牌时代。出于对

自身品牌的保护，下游电子生产厂商对供应商的选择从单纯的价格考量转为对产品质量、技术能

力、快速反应能力、整体配套能力等因素的综合评估。 

 同时，精密电子零部件基本上都需要根据电子组件或整机要求定制，未来这种定制化的程度

将进一步提高，供应商与终端厂商紧密合作、共同进行产品和技术开发，也是各零部件厂家核心

竞争力的体现。合作关系建立后双方也容易结成长期紧密的合作关系，零部件制造企业跟随品牌

制造商的业务共同发展。 

3） 制作加工设备智能化程度不断提升 

 精密电子零部件的加工对设备和人员技能要求比较高，自动化设备的应用可以降低对人员技



能的要求，还能提高产品精度和稳定性，在降低人员工作负荷的同时提高生产效率。随着劳动力

成本的不断提高，制造加工厂商采用自动化设备的意愿也越来越强。 

 同时随着传感技术、网络技术、自动化技术、拟人化智能技术等先进技术的快速发展，通过

智能化的感知、人机交互、决策和执行技术的智能制造系统逐步成熟，成为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

融合的大趋势，智能制造系统在精密电子零部件行业中的应用范围正在不断扩大。 

4） 专业化能力的提升加大行业集中度 

 目前国内的精密电子零部件制造厂商比较分散，技术水平参差不齐。随着相关制造业的整体

升级，其专业化程度将不断提升，规模小、设备落后、技术水平提升缓慢的企业将逐步被淘汰，

而具备一定规模和实力的企业将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提升在行业内的影响力，树立自身的品牌

形象。 

公司主要产品的应用领域的行业发展情况如下： 

1. 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发展情况 

2022 年，由于零部件短缺和供应链问题共同影响，智能手机同比增速呈现前高后低的形态，

未达到市场预期，根据 IDC 发布的数据，2021 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为 13.5 亿台，同比增加 5.7%，

其中 2021 年下半年的出货量同比减少了 4.5%，同时 IDC 预计该影响将持续到 2022 年上半年。其

中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约 3.29 亿台，同比仅微涨 1.1%，2021 年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经历了 L

型增长，其中第一季度由于受新冠病毒影响较小和刺激计划增长率较高，但接下来的几个季度由

于供应链短缺影响，中高档智能手机的出货量低于预期。 

注：IDC 全称为 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国际数据公司)，成立于 1964 年，总部位于美国，

是一家全球著名的信息技术、电信行业和消费科技咨询、顾问和活动服务专业提供商。 

2. 摄像头模组市场发展情况 

根据 Yole 发布的数据，2020 年全球摄像头模组的总营收规模为 340 亿美元，受国内外疫情、

供应链等问题影响、2021 年总营收规模为 360 亿美元，年增长率放缓至 7.5%，预测到 2026 年，

全球摄像头模组(包括手机、汽车等市场领域)的总营收规模将达到 590 亿美元，2020-2026 的年复

合增长率(CAGR)为 9.8%，其中，手机领域的摄像头模组市场的年复合增长率(CAGR)也为 9.8%，因

此，预计未来几年内仍将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 

注：Yole 全称为 Yole Development ，成立于 1998 年，是一家法国调查公司，主要提供营销、

技术和战略咨询、媒体以及企业金融服务。 

3. 音圈马达市场的发展情况 

根据 QYResearch 发布的数据，2021 年全球音圈马达市场营收规模达到了 31 亿美元，并预计

2027 年约为 46 亿美元，2020-2027 的年复合增长率(CAGR)为.84%。因此，据市场预测，未来几年

内音圈马达的总营收规模将保持稳定增长。 

注：QYResearch 中文名称为北京恒州博智国际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总部位于

美国洛杉矶和中国北京，是一家全球市场研究报告和咨询服务出版商。 

4. 汽车电子市场发展情况 

据 Statista 统计数据，2021 年全球汽车电子市场规模约为 2351 亿美元，同比增长约 7.9%，到

2028 年将达到 4000 多亿美元，2021-2028 期间的年复合增长率(CAGR)将保持在 8%左右，因此，

全球汽车电子市场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将保持较为稳定的增长，2021 年中国汽车电子市场规

模规模为 1104 亿美元，同比增长约 7.3%。 

注：Statista 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研究型数据统计公司，成立于 2007 年，总部位于德国，主要

向公司客户、教育和研究人员提供覆盖大约 20 个行业的定量数据。 

5. 陶瓷基板市场发展情况 

根据 Market Data Forecast 发布的数据，2021 年陶瓷基板的全球市场规模约为 87.7 亿美元，

预测 2026 年将达到 112.6 亿美元，2021-2026 期间的年复合增长率为 8.47％。 



根据 HNY Research 发布的数据，DPC(直接镀铜)陶瓷基板 2021 年的市场规模约为 21 亿美元，

预计 2027 年将达到 28.2 亿美元，2021～2027 期间的复合增长率(CAGR)为 5.07%，DPC(直接镀铜)

陶瓷基板可应用于大功率 LED(发光二极管)、半导体激光器、VCSEL(垂直腔面发射激光器)等产品。 

注：Market Data Forecast 是一家致力于市场研究、商业智能和咨询领域的公司，成立于 2015

年，总部位于印度。HNY Research 是一家独立的第三方行业研究咨询公司，总部位于香港，研究

重点包含化工材料、机械设备、电工电子、汽车交通、软件服务等细分行业。 

 

2.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长期以来，全球精密零部件制造行业的尖端技术主要集中在日本和欧美发达国家，伴随着经

济全球化、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亚洲制造业的崛起，中国作为主要的生产基地，逐渐在珠

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形成了新兴技术制造产业的聚集群。 

 根据成型方式，精密电子零部件可以划分出对应不同工艺要求的加工类型，包括注塑成型、

压塑成型、挤塑成型等，其中注塑成型是最主要的成型方式，常被用于批量生产形状复杂、精密

程度要求较高的零部件。由于大部分零部件需要依靠模具成型，使得模具开发成为了精密电子零

部件生产的基础，而模具开发又需要依照产品设计进行。基于这些特点，精密电子零部件制造行

业可以从产品设计、模具开发和注塑生产三个方面划分行业的竞争层次。 

（1）产品设计 

 消费者对产品个性化的要求不断提升，因此 3C 产品和技术的更新迭代速度较快。上游电子零

部件供应商只有积极参与客户的产品设计过程，才能紧跟下游变化趋势，深入理解消费者和终端

用户的需求。 

 处于较高竞争层次的企业与客户沟通渠道较为顺畅，在及时了解到客户需求后，在内部由业

务人员、技术人员、生产人员等共同商讨解决方案，先于客户进行变革，有利于企业与下游客户

战略合作的展开。行业龙头公司，诸如康而富集团和信华精机，由于先发优势，业务范围涵盖较

广、产品设计研发能力较全面，既能快速响应客户需求、提供集成设计方案，又能保障产品稳定

量产，具体如下表所示： 

公司名称 产品设计能力 

康而富集团 

据公司官网： 

康而富集团具备一整套的工程能力，可以为客户优化产品的功能性并

提升量产性，能通过快速打样在量产前针对产品的设计、功能及量产

性进行评估（从设计定稿到出样，最快 7 天） 

信华精机 

据公司官网： 

信华精机设立市场发展部负责公司产品的推广和销售以及接单业务，

定期收集市场信息和反馈客户期望，并对市场信息进行有效分析。公

司投入超过 2,000 万元建立新产品中试、可靠性试验中心，为新项目

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基础设施和设备保障 

长盈精密 

据招股说明书： 

公司凭借业内领先的产品设计开发技术、精密模具设计开发技术，具

备与下游客户共同研究、确定设计方案，共同制定产品技术标准，并

与下游客户同步设计的能力，提高了产品设计水平 

 公司在产品设计方面处于较高竞争层次。首先，公司建立了以客户为导向、以项目为主线的

机制。技术开发本部安排专门的研发人员跟进每个项目，和客户保持密切的沟通以便及时了解客

户期待实现的产品功能和性能，与客户共同确定产品设计方案、制定产品技术路线，在开发过程

中和客户共同协商调整产品工艺参数、实现产品更新换代，公司具备与客户同步开发、设计产品



的领先优势。 

 其次，公司拥有专业的研发团队，能够自主设计产品结构、模具参数，确定材料配比，实现

工艺排布和设备研制。公司承担研发职能的三个主要部门分别有自身负责的模块：技术开发本部

的研发人员专研于模具设计、工艺工程、材料工程和产品结构设计，新型事业推进本部的研发人

员专注于贴装技术、激光技术、化学工程和特种材料，自动化事业本部的研发人员则负责机械机

构、电气控制、电子线路、视觉技术和程序算法方面的实现。 

 了解到客户的需求后，会由技术开发本部的研发人员结合过往的开发经验提出实现客户需求

的初步思路，之后与其他部门的研发人员一道探讨工艺实现的可行性和所使用的工装设备。在工

艺实现方法达成一致后，技术开发本部的研发人员将着手设计产品结构和模具、选定生产用的材

料类型；新型事业推进本部的研发人员将排布工艺流程、制定各工序技术要素指标；自动化事业

本部的研发人员将对工艺流程中用到的设备进行布局和选型，若有需要，会根据产线特点自主开

发相应的新设备。  

 第三，公司产品设计能力全面，产品线丰富。公司的研发团队在产品设计、模具设计、材料

工程、工艺排布、设备研制等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能够实现有序的、全面的产品设计开发。公

司市场销售本部的业务团队沉浸行业多年，具有丰富的运营管理和市场经验，对精密电子零部件

行业的发展趋势有良好的专业判断能力，可以敏锐地捕捉行业内各种市场机会；每一位业务人员

都有专门对接的客户，他们了解客户需求、收集行业动向，及时与研发人员研讨，经内部讨论有

市场前景的技术、工艺和产品，公司会专门立项开发。这些新项目使得公司能够快速应对市场变

化，不断横向拓展产品线。 

 其他在光学产业链发展较为突出的企业，例如贝隆精密、舜炬光电、泓耀光电、东卓精密等，

正着力于提升产品创新性和附加值，加大研发投入以实现产品集成方案，从而直接参与到客户的

产品设计中，向产业链上游供应商的角色靠拢。 

低端层次的电子零部件供应商通常为低端品牌供应塑胶外观件，且缺少固定的合作客户，加

之技术水平和创新思维受限，不具备协同客户进行产品设计的能力。 

（2）模具开发 

 模具加工技术影响模具零部件的精度，模具零部件会影响到组模的效果，最终影响模具制造

的制品精度。因此，包括模具的设计、加工和制造在内的模具开发能力是精密电子零部件企业的

核心竞争力之一。 

 公司的模具设计工程师从项目研讨阶段就开始参与产品设计，结合产品在结构、尺寸和材料

等方面的需求，来确定模具的结构、内部布局及主要的工艺参数；通过多次计算机仿真模拟，进

行缺陷检测和细节调整，提高设计的完成度，从而逐步构建准确的模具模型。公司拥有超过 5,000

套实际模具参数的数据库，并对其进行了上千次修正，仿真结果的准确度可以达到 88%以上。 

公司在模具加工和制造方面的技术指标以及和同行业的对比如下： 

评价指标 上市公司 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比较情况 
上市公司所处的技术水

平阶段 

模具加工精

度注 1 

CNC 直雕加工（铣加工

类 ） 的 尺 寸 精 度 为

±1um 

放电加工的尺寸精度最

高为±1.5um 

精 密 研 磨 可 实 现 宽

0.1mm、深 1.0mm 的沟

槽加工 

公开资料显示： 

（1）长盈精密：公司拥有±2um级模具精度加工

能力 

（2）泓耀光电：公司用于摄像头镜筒的模具设备

加工精度为 0.2um 

子公司苏州昀石和苏州

昀灏为公司定制化生产

精密电子零部件所需的

高端模具，除了拥有高

水准的加工设备外，还

拥有训练有素的模具设

计和加工人员，模具加

工精度处于行业领先水



模具制造精

度注 2 

冲压产品制造精度为

±2um 

型腔模产品制造精度为

±1um 

公开资料显示： 

（1）兴瑞科技：模具制造精度可达±0.003mm

（±3um），复杂模具制造周期平均在 18-25 天 

（2）长盈精密：本公司目前生产的屏蔽件的产品

精度在±0.05mm（±50um） 

（3）昌红科技：塑件产品的最高尺寸精度可达

±0.02mm（±20um） 

平 

注 1：模具加工=模具零件工艺排布+模具零件工艺加工+模具零件品质检查 

注 2：模具制造=制品设计+模具设计+模具组模+模具试模+制品评价 

 公司投入了大量模具加工设备，配合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对模具参数的反复修正，从而可以

按照客户极限寸法公差要求来设计、加工模具零部件并组装模具，公司的 CNC 直雕加工的尺寸精

度可以达到±1um，放电加工尺寸精度最高可达±1.5um，精密研磨加工最小可实现宽 0.1mm、深

1.0mm 的沟槽加工。 

 其他在手机光学领域和其他消费电子领域发展较为突出的企业，如长盈精密、泓耀光电等，

也能实现较高精度的模具加工；泓耀光电在手机镜筒的加工方面研究深入，0.2um 的加工能力保

证了产品 1um 的精度，多用于一线品牌的旗舰机系列。 

低端层次的电子零部件供应商工艺水平较低，不具备独立开模的能力，只能通过外购模具，

根据客户的指令提供简单的外观件加工服务。 

（3）注塑生产 

 注塑成型是精密电子零部件最基础的成型方式，业内企业在 SL 纯塑产品的基础上，会衍生出

带有附加功能的产品，例如，在 SL 纯塑产品纯注塑技术工艺流程的基础上，加入金属冲压、电镀

等其他工序生产 IM 金属插入成型产品，从而增强了产品结构强度和实现电路功能。处于较高竞

争层次的企业往往会通过调整工艺排布实现产品功能的改变，拓宽注塑生产的外延，进而有能力

生产各种类型的零部件，丰富自身的产品线，甚至为客户提供成品组装服务，具体如下所示： 

公司名称 注塑生产相关工艺流程 产品类型 

康而富集团 金属冲压、注塑成型 产品涵盖声学、光学、汽车和医疗等领域 

长盈精密 
精密冲压、激光焊接、一体

化攻牙、注塑成型等 

为各种智能终端和清洁能源汽车提供零组件，

还可以提供自动化组装生产线的集成解决方案 

兴瑞科技 
模具开发、金属冲压、注塑

成型等 

公司产品主要用于汽车电子、消费电子、智能

终端、OA 设备、家电等领域，主要产品为精密

冲压/注塑模具、电子连接器、精密电子结构件、

电子产品注塑外壳、整流桥和调节器嵌塑零部

件等产品 

 公司在注塑生产方面处于较高竞争层次。首先，除了为音圈马达和摄像头模组客户提供 SL 纯

塑和 IM 金属插入成型产品外，公司还提供诸如一代和二代 CMI 马达基座、IM 双色成型产品、组

装马达等工艺较为领先的高附加值产品。另外，公司已经建立了汽车电子产线，并已获得一定规

模的下游订单。因此，公司以注塑生产为起点，结合自研的工艺和设备，丰富了产品线和生产工

艺流程，并获得了向下游延伸的能力。 

 其次，公司具备全面的产品设计能力，能够自主排布生产工艺和研制非标设备，从而有效把

控生产流程中各道工序的细节和设备的技术指标，提高了产品的性能极限。 

 第三，公司依托多年行业积累和对客户需求的动态把握，能有意识地对各生产线积累的工艺

和技术进行改进，在其他产线上互相引用、互相促进。由于各产线采用模块化设计、自由度较高，

必要时可以对产线中各设备进行拆除和重新排布，搭建适用于新产品的产线，从而实现新产品的



顺利投产。 

 其他在光学产业链发展较为突出的企业，仍以基础的注塑生产为核心开展业务，同时探索注

塑外的工艺以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提高自身的品牌影响力。例如贝隆精密以成为“光学精密塑件

一流供应商”为目标，产品以 SL 纯塑、IM 金属插入和 JS 金属冲压工艺为主；东卓精密主要从事光

学、声学领域零件的生产，以 IM 金属插入工艺为主。 

 低端层次的电子零部件供应商主要是一些作坊式的零部件厂，注塑工艺水平低，主要凭借价

格参与市场竞争，无法直接与前述两个层次的精密电子零部件生产企业形成竞争关系。 

 公司自成立以来深耕精密电子零部件制造业，通过长期的研发投入以及相关技术领域的不断

积累，现已打造出包含电子元件的基座及音圈马达、端子成型系统、端子制备工艺以及端子成型

系统等在内的核心技术体系，在汽车电子、3C 等部分下游市场具备较高的技术实力和较强的竞争

优势，尤其是在模具与生产自动化方面拥有领先的行业地位。 

 作为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研发部在纯塑料件（SL）、金属插入成型件（IM)、绕线（RX）、

CMI 件以及模具等多个产品领域设计富有竞争力的产品，积累了丰富的技术储备，目前已具备快

速、完整的产品研发能力。产品研发和模具开发是精密电子零部件制造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也是

体现公司竞争优势与行业地位的最根本因素。 

 

3. 报告期内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情况和未来发展趋势 

公司在多年的生产经营中，专注于精密电子零部件产品的开发和产品制造，严格把握生产质

量，凭借优异的产品设计与优良的产品质量，与下游客户达成长期稳定的合作，但公司目前产品

主要应用在消费电子领域，应用领域相对单一，对市场抗风险能力存在隐患。报告期内，为了提

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促进后续发展，公司积极推动半导体中高端引线框架生产项目。上述项目

的投资将进一步加强公司在半导体领域的拓展，丰富产品结构，进一步发挥公司在精密电子零部

件制造领域的竞争优势，扩大业务范围。 

2021 年 1 月，工信部印发《基础电子元器件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3 年）》（以下简称

《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提出到 2023 年，电子元器件销售总额达到 21,000 亿元，进一步巩固

我国作为全球电子元器件生产大国的地位，充分满足信息技术市场规模需求；突破一批电子元器

件关键技术，行业总体创新投入进一步提升，射频滤波器、高速连接器、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

光通信器件等重点产品专利布局更加完善；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电子元器件企业，力争

15 家企业营收规模突破 100 亿元，龙头企业营收规模和综合实力有效提升，抗风险和再投入能力

明显增强。为了扩充公司在类半导体领域中电子陶瓷的产品品类，提升公司市场地位，同时得益

于上述政策红利，公司开始发展片式多层陶瓷电容（MLCC）项目。根据中国电子元件协会统计数

据显示，我国目前 MLCC 整体国产化率不足 4%，未来进口替代空间十分广阔。本项目的实施将有

利于公司顺应“进口替代”行业发展趋势，从而更好的把握行业发展机遇，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市

场份额。通过本项目的建设，公司将全面提高 MLCC 相关产品的生产规模，实现 MLCC 相关产品

的批量化、规模化生产，为行业整体的国产化进程提供可靠助力。公司为了强化自身生产研发技

术，抢占 MLCC 领域的市场份额，有必要对现有的产品结构进行优化与调整。该项目的实施有利

于改善公司业务结构，推动公司向电子元器件、电子陶瓷基板以及陶瓷电容等国内新兴产业进行

深度挖掘与发展，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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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0,467,725.94 613,476,970.38 61.45 530,389,863.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19,693,631.02 251,247,069.68 106.85 192,384,105.92 

营业收入 519,704,136.74 553,677,200.28 -6.14 520,609,444.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5,499,374.89 56,138,081.09 -72.39 55,796,054.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9,423,031.53 46,779,043.15 -79.86 51,865,799.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5,960,948.39 107,060,389.33 -47.73 51,318,047.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63 25.35 

减少21.72个百分

点 
43.39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409 0.6238 -77.41 0.643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409 0.6238 -77.41 0.6435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

入的比例（%） 
9.17 6.61 增加2.56个百分点 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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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369,012.12 101,922,550.65 112,784,911.43 169,627,662.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8,682,558.50 -8,767,584.05 -8,331,683.18 23,916,083.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7,754,449.74 -10,025,951.36 -7,898,311.91 19,592,845.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381,284.46 -18,111,063.98 -53,135,338.18 130,588,635.01 

其他说明:第四季度利润大幅上升的原因为公司的高附加值产品 CMI 件在 2021 年第四季度出货量

增加较多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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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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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8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

数(户) 

4,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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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

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

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包含转融

通借出股

份的限售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

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王宾 

0 13,183,740 10.99 13,183,740 13,183,740 无 0 

境 内

自 然

人 

苏州昀三企业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0 10,206,630 8.51 10,206,630 10,206,630 无 0 其他 

苏州昀二企业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0 10,206,630 8.51 10,206,630 10,206,630 无 0 其他 

苏州昀四企业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0 9,781,290 8.15 9,781,290 9,781,290 无   其他 

苏州昀一企业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0 8,505,450 7.09 8,505,450 8,505,450 无 0 其他 

郑向超 

0 6,379,110 5.32 6,379,110 6,379,110 无 0 

境 内

自 然

人 



苏州天蝉智造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0 4,252,770 3.54 4,252,770 4,252,770 无 0 其他 

伊犁苏新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0 4,239,990 3.53 4,239,990 4,239,990 无 0 其他 

苏州工业园区元

禾重元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苏州工业园

区元禾重元贰号

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0 3,956,040 3.30 3,956,040 3,956,040 无 0 其他 

方浩 

0 2,126,340 1.77 2,126,340 2,126,340 无 0 

境 内

自 然

人 

陈翅 

0 2,126,340 1.77 2,126,340 2,126,340 无 0 

境 内

自 然

人 

徐鳌 

0 2,126,340 1.77 2,126,340 2,126,340 无 0 

境 内

自 然

人 

熊强 

0 2,126,340 1.77 2,126,340 2,126,340 无 0 

境 内

自 然

人 

甘子英 

0 2,126,340 1.77 2,126,340 2,126,340 无 0 

境 内

自 然

人 

王清静 

0 2,126,340 1.77 2,126,340 2,126,340 无 0 

境 内

自 然

人 

苏州昀六企业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0 2,126,340 1.77 2,126,340 2,126,34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王宾为苏州昀一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苏州昀二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昀

三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昀四企业

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和执行

事务合伙人，系一致行动关系；甘子英为苏州昀六

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和

执行事务合伙人，系一致行动关系。除此之外，公

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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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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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详见“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一、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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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