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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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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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77,442,837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

金红利 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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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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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澜股份 股票代码 300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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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清利 石龙静 

办公地址 
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

南云五路 3 号 

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

南云五路 3 号 

传真 020-66616247 020-66616247 

电话 020-66616248 020-66616248 

电子信箱 ir@goaland.com.cn shilj@goaland.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公司自设立以来一直致力于电力电子装置用纯水冷却设备及控制系统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历

经多年发展逐步成为电力电子行业热管理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产品应用领域由传统直流输电、新能源发

电、柔性交流输配电及大功率电气传动向石油石化、轨道交通、军工船舶、医疗设备、数据中心、储能电

站等不断扩充。根据应用于不同行业和领域的电力电子装置，公司开发和销售的主要产品包括直流输电换

流阀纯水冷却设备及附件（直流水冷产品）、新能源发电变流器纯水冷却设备及附件（新能源发电水冷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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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柔性交流输配电晶闸管阀纯水冷却设备及附件（柔性交流水冷产品）、大功率电气传动变频器纯水

冷却设备及附件（电气传动水冷产品）以及各类水冷设备的控制系统。纯水冷却设备是大功率电力电子装

置中广泛应用的关键配套设备，其工作原理是利用高绝缘性和高比热容的纯水作为主要冷却媒介，经循环

泵加压，使冷却水沿主回路流过大功率电力电子装置中电力电子器件所连接的水冷散热器，在水冷散热器

内腔与功率模块进行热交换，将热量带走，形成一个密闭式、循环的强迫冷却系统，具有换热效率高、几

乎不消耗循环水、安全可靠、经济环保等特点。利用纯水冷却设备，可以大幅提高电力电子装置的工作效

率和可靠性，延长其使用寿命，有效降低电能转换及传输过程的能量损耗，为设备安全、经济运行提供保

障。 

公司于2019年收购东莞市硅翔绝缘材料有限公司51%的股权，主营业务增加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热管

理及汽车电子制造业务。东莞硅翔是一家专业从事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加热、隔热、散热及汽车电子制造

的研发、生产、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产品包括动力电池热管理产品（加热膜、隔热棉、缓冲垫）和

汽车电子产品（柔性电路板FPC、集成母排CCS）。加热膜、隔热棉及缓冲垫作为电池热管理系统中较为

重要的产品环，不仅是延长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使用寿命的工具，更重要是能够防止热蔓延和热失控，在

危急时刻保护司机及乘客的安危，争取宝贵的逃生时间。FPC和CCS应用于新能源汽车电池模组，实时监

测温度、电压、电流状态，实现信号采集、电芯保护和电池间的动力传输。 

公司控股子公司高澜创新科技聚焦新能源汽车热管理和信息与通信（ICT）热管理领域。新能源汽车

热管理产品主要为液冷板、电池包热管理机组（水泵、压缩机、冷凝器、蒸发器、膨胀阀等的集成系统）；

信息与通信（ICT）热管理产品主要为冷板式液冷服务器热管理解决方案、浸没式液冷服务器热管理解决

方案以及集装箱液冷数据中心解决方案，涵盖了从液冷板、多种型号和换热形式的CDU、多功率的Tank、

多尺寸的集装箱等部件到数据中心设计、设备集成、系统调试、设备运维的系统集成。 

此外，公司在储能电池热管理技术方面持续投入研发，目前已有基于锂电池单柜储能液冷产品、大型

储能电站液冷系统、预制舱式储能液冷产品等的技术储备和解决方案。 

公司将以“聚焦全场景热管理技术创新和产业化”为使命，聚焦电力电子热管理、新能源汽车热管理、

信息与通信热管理、特种行业热管理及综合能源能效管理，为可再生能源发电、直流输电、柔性直流输电、

柔性交流输变电、新能源汽车、信息与通信、边缘计算、轨道交通、油气输送、钢铁化工、医疗、舰船等

应用场景保驾护航。 

（二）经营模式 

1. 盈利模式 

公司属于先进制造类企业，采用一般制造业的盈利模式。通过个性化设计、定制化制造模式及长期的

品牌积累获取不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利润。同时，在实现产业化、规模化的应用过程中，为各应用领域客

户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在扩大市场份额的过程中，实现规模化的合理利润。简言之，本公司的盈利模式是

在特定应用领域，将设计、制造出来的产品或服务销售给客户，满足客户需求以获得盈利。 

2. 采购模式 

公司采用“以销定购”、“保持一定的库存”的采购模式。对于定制化产品根据客户实际订单需求情况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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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采购；对于定型产品、标准化生产的产品根据实际订单和市场需求预测进行采购，保持一定的库存。对

于通用的原材料由于涉及种类较多，一般也会保持一定的库存备货。 

公司供应链管理部负责信息收集、市场调研和采购活动，并组织系统所需设备及组件、生产所需原材

料的对外采购。主要物料分为外购原材料、外购标准部件、外协加工部件。外购原材料、外购标准部件指

用于设备集成所用的标准部件以及用于自主生产制造的原材料。外协加工部件指供应商按照公司提供的图

纸、技术参数等要求为公司定制化生产的零部件。外购原材料主要包括橡胶软管、管材、管道、钢板、阀

门等；外购标准部件主要包括水泵、电机、电子元器件模块等；外协加工部件主要包括空气冷却器、散热

器芯体、散热器风室、风叶、空气散热器等。公司采购遵循“好中选优”的原则，建立合格供应商档案，并

结合产品质量和历史信用情况对供应商进行评价，根据评价情况及时更新供应商档案。根据产品的特点，

公司采购方式包括批量采购、定量采购（包括外购标准部件、外协加工部件）、临时采购及招标采购等。 

公司目前已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原材料供货渠道，与主要供应商均建立了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 

3. 生产模式 

公司的生产模式分为定制化生产、定型产品标准化生产两种。公司主要以定制化的生产模式为主，在

定制化设计和制造的基础上，为满足同一客户对某一类型水冷设备批量化的需求，在定制化产品定型后进

行标准化的生产。 

（1）定制化的生产模式 

公司直流水冷、柔性交流水冷、新能源发电水冷、电气传动水冷产品采取定制化的生产模式。公司结

合技术管理工具和管理制度对生产过程制订了严格的控制体系，定制化产品生产主要包括物料准备、生产

制造、产品调试、检验、入库和发运阶段。对于同一客户定制化的新能源发电水冷产品、电气传动水冷产

品在接收到批量订单需求的情况下，由试制中心组织定制化产品样机转小批量试制，将定制化产品技术资

料完成工艺标准化。小批量试制验证完毕后提交给生产部门实施大批量生产。 

（2）定型产品标准化的生产模式 

根据销售订单及预测订单的需求来源，PMC编制生产计划，下达生产订单和物料需求指令，生产部门

根据标准工艺图纸、物料齐套等生产要素情况，按照生产计划要求下达给生产班组具体生产指令，组织生

产，完成包装入库。在生产关键过程工序中实施过程检验，在生产完毕包装入库前实施出厂终检。为了保

证生产的有序和应对需求的波动，适当建立一定量的标准产品库存。公司标准批量产品主要为新能源发电

水冷产品、电气传动水冷产品。 

4. 销售模式 

本公司采取长期技术合作+品牌示范的方式开拓客户。本公司获取订单的方式主要有：（1）向粘性较

高的客户投标后签署框架协议，获取框架协议下的持续订单；（2)向最终用户（业主）投标取得订单；（3）

向系统集成商投标获取订单；（4）海外客户一般以进入合格供应商名录的方式获取订单。 

公司采取“长期技术合作＋品牌示范”的直销模式，主要系公司主要产品是电力系统的关键设备，对技

术水平要求较高，通常产品的工程应用验证周期至少需要经过1-2年的时间，客户均为电力行业大型国有企

业、上市公司，新进入企业需经过较长的时间和业绩积累方可获得用户的认可。因此，企业的经营业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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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效应在行业内显得尤为重要，只有通过“长期技术合作＋品牌示范”的模式才能增强和客户的粘性，保

证公司的持续、快速发展。 

公司于2019年收购东莞市硅翔绝缘材料有限公司51%的股权，增加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热管理及汽车

电子制造业务，东莞硅翔的经营模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盈利模式方面，东莞硅翔属于制造类企业，采用一般制造业的盈利模式。通过个性化设计、定制化

制造模式及长期的品牌积累获取不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利润。 

在采购模式方面，东莞硅翔主要根据订单情况进行采购规划，通用原材料会保持适量库存。 

在生产模式方面，东莞硅翔主要为定制化生产，根据不同车型、动力电池的不同结构生产定制化的配

套产品。 

在销售模式方面，东莞硅翔获取订单的方式主要为：先得到下游动力电池生产企业和整车厂商的合格

供应商资质认证，进入下游客户合格供应商目录，满足产品质量、稳定性、货物交货期及售后服务，再向

下游客户投标获得定点订单。 

（三）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7,925.76万元，同比上年增长36.7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6,454.81

万元，同比上年下降20.29%。主要原因如下： 

1. 报告期内，控股子公司东莞硅翔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热管理产品和汽车电子制造产品订单和营业

收入增长显著，对公司营业收入及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产生积极影响； 

2. 报告期内，非经常性损益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金额约1,190.76万元； 

3. 报告期内，公司可转债利息调整项的摊销及计提利息合计约1,697.77万元； 

4. 报告期内，公司信用减值损失较去年同期增加约562.31万元，主要系应收账款增加所致； 

5. 报告期内，公司加大新产品的研发投入，研发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约2,232.72万元。。 

（四）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发展情况、市场地位等 

1. 行业发展情况 

公司水冷业务主要产品是直流输电换流阀、新能源发电变流器等电力装置的关键配套设备，新能源汽

车动力电池热管理及汽车电子制造业务主要产品是新能源汽车电池系统的组成部件，主营业务发展与直流

输电、风力发电、光伏发电、新能源汽车和锂电池等相关行业的发展现状和趋势密切相关。 

（1）直流发展情况： 

2021年4月，国家能源局发布《2021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提出：加快建设陕北-湖北、雅中-江西等

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加快建设白鹤滩-江苏、闽粤联网等重点工程，推进白鹤滩-浙江特高压直流项目前

期工作；进一步完善电网主网架布局和结构，提升省间电力互济能力。 

2022年3月，国家能源局发布《2022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提出：积极推进输电通道规划建设，加

快建设南阳—荆门—长沙、驻马店—武汉、荆门—武汉、白鹤滩—江苏、白鹤滩—浙江等特高压通道，推

进重点输电通道配套的电网、电源工程建设，着力提升输电通道利用效率和可再生能源电量占比。 

2022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召开“十四五”规划102项重大工程实施部际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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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重大工程包括：建设白鹤滩至华东、金沙江上游外送等特高压输电通道，实施闽粤联网、川渝特高压

交流工程。研究论证陇东至山东、哈密至重庆等特高压输电通道。 

根据《中国能源报》发布的数据，“十四五”期间，国家电网规划建设“24交14直”共38条特高压工程，

总投资达3,800亿元，其中2022年计划开工“10交3直”共13条特高压工程。 

随着相关电力政策的出台、投资规划的陆续实施，特高压电网行业的景气度明显提升。 

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2021年，电网工程建设投资完成4,951亿元，同比增长1.1%。2022年1-2

月，电网工程完成投资313亿元，同比增长37.6%。 

（2）风电发展情况 

2021年5月，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2021年风电、光伏发电开发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提出如下要

求：2021年，全国风电、光伏发电发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达到11%左右，后续逐年提高，确保2025

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20%左右；加快推进存量项目建设、项目储备和建设等。 

2021年10月，国务院印发《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2025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

左右，203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5%左右；要求大力发展新能源，全面推进风电、太阳能发电大规

模开发和高质量发展，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加快建设风电和光伏发电基地；到2030年，风电、太阳

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12亿千瓦以上。 

2022年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了《关于完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

的意见》，要求推动构建以清洁低碳能源为主体的能源供应体系，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加快

推进大型风电、光伏发电基地建设，对区域内现有煤电机组进行升级改造，探索建立送受两端协同为新能

源电力输送提供调节的机制，支持新能源电力能建尽建、能并尽并、能发尽发。 

2022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能源蓝皮书：中国能

源发展前沿报告(2021)》，预测到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9.5万亿千瓦时，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约为

38%，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将达到52%。 

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2021年，全国发电装机容量约23.8亿千瓦，同比增长7.9%。其中，风电

装机容量约3.3亿千瓦，同比增长16.6%；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约3.1亿千瓦，同比增长20.9%。截至2022年2

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约23.9亿千瓦，同比增长7.8%。其中，风电装机容量约3.3亿千瓦，同比增长17.5%；

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约3.2亿千瓦，同比增长22.7%。 

随着电力结构的调整，风光发电的占比将持续提升，风力发电机组的功率也在不断提高，其所需的新

能源水冷设备数量随之增长。 

（3）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产业发展情况 

为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加快建设汽车强国，2020年11月，国务院印发《新能

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提出，到2025年，纯电动乘

用车新车平均电耗降至12.0千瓦时/百公里，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量达到汽车新车销售总量的20%左右；到

2035年，纯电动汽车成为新销售车辆的主流，公共领域用车全面电动化，燃料电池汽车实现商业化应用，

高度自动驾驶汽车实现规模化应用。《规划》要求，2021年起，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大气污染防治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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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的公共领域新增或更新公交、出租、物流配送等车辆中新能源汽车比例不低于80%。 

2021年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健全绿

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流通体系，推广绿色低碳运输工具，淘汰更新或改造老旧车船，港口和机场服务、城市

物流配送、邮政快递等领域要优先使用新能源或清洁能源汽车。 

2021年11月，交通运输部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十四五”发展规划》，要求加快调整交通能源结构，积

极推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车辆、船舶在运输服务领域应用，加快充换电、加氢等基础设施规划布局和建设；

预计到2025年，城市公交、出租汽车、城市物流配送领域新能源汽车占比，分别达到72%、35%和20%。 

2022年3月，财政部提交的《关于202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

告》中主要收支政策明确提出：落实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免征车辆购置税等政策，支持充电桩等配套设

施建设，促进新能源汽车消费。 

根据公安部发布的数据，2021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295万辆，占新注册登记汽车总量的11.25%，

与上年相比增加178万辆，增长151.61%。2022年一季度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111万辆，占新注册登

记汽车总量的16.91%，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64.4万辆，增长138.20%。近五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数

量从2017年的65万辆到2021年的295万辆，呈高速增长态势。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发布的数据，截至2021年12月31日，累计建成充电站7.5万座，充电桩261.7

万个，换电站1,298个，新能源汽车全年销售完成352.1万辆，同比增长1.6倍，连续7年位居全球第一。 

根据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发布的数据，2021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达219.7GWh，同比增

长163.4%；动力电池销量达186.0GWh，同比增长182.3%；动力电池装车量达154.5GWh，同比增长142.8%；

动力电池企业装车量前十名为宁德时代、比亚迪、中创新航、国轩高科、LG新能源、蜂巢能源、塔菲尔、

亿纬锂能、孚能科技、欣旺达，合计占比达90%以上。2022年1-3月，我国动力电池产量达100.6GWh，同

比增长206.9%；动力电池销量达65.0GWh，同比增长172.6%；动力电池装车量达51.3GWh，同比上升120.7%；

动力电池企业装车量前十名为宁德时代、比亚迪、中创新航、国轩高科、蜂巢能源、LG新能源、亿纬锂能、

孚能科技、欣旺达、捷威动力，合计占比达90%以上。 

综上，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的迅速增长带动动力电池产量和装车量的大幅提升，而产业规模效应的产生

促进动力电池热管理关键零部件的批量化生产。由于新能源汽车电池系统对温度变化更为敏感，电池的热

管理系统通过冷却或者加热方式对电池系统进行温度控制，直接关系到电池的安全、性能及寿命；同时，

新能源汽车电池的状态如电压、温度、电流等需要实时、准确、可靠地监控，都需要用到采集线束。由此，

加热膜、隔热棉等产品以及柔性电路板FPC和集成母排CCS的需求随着动力电池装车量的增长得到显著提

升。未来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普及，对动力电池性能稳定性、安全性的要求将更为严格，电池热管理产品的

渗透率也将显著提升。 

（4）数据中心和储能发展情况 

2021年1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发布关于印发《贯彻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求 推动数据中心

和5G等新型基础设施绿色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加快推动老旧高耗能设备退网和升级改造，

加快建设绿色数据中心，新建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电能利用率不高于1.3，逐步对电能利用率超过1.5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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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进行节能降碳改造；鼓励使用高效环保制冷技术降低能耗，支持数据中心采用新型机房精密空调、

液冷、机柜式模块化、余热综合利用等方式建设数据中心。到2025年，数据中心运行电能利用效率和可再

生能源利用率明显提升，全国新建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平均电能利用效率降到1.3以下，国家枢纽节点进

一步降到1.25以下，绿色低碳等级达到4A级以上。 

2021年12月，国资委发布《关于推进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提出“支持企业探索利用退役火电机组的既有厂址和相关设施建设新型储能设施，鼓励利用废弃矿区开展

新能源及储能项目开发建设，加大先进储能、温差能、地热能、潮汐能等新兴能源领域前瞻性布局力度，

推动高安全、低成本、高可靠、长寿命的新型储能技术研发和规模化应用”等储能相关要求。 

2022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要求：到2025

年，新型储能由商业化初期步入规模化发展阶段，具备大规模商业化应用条件；到2030年，新型储能全面

市场化发展；加大力度发展电源侧新型储能、因地制宜发展电网侧新型储能、灵活多样发展用户侧新型储

能。 

2022年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通知，同意在京

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等8地启动建设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并

规划了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提出了“数据中心电能利用效率指标控制在1.25以内，可再生能源使用率显

著提升”的目标要求。 

数据中心和储能的热管理市场前景广阔，在相关政策的引导驱动下，有望得到快速发展，高效节能液

冷方案的应用也将随之受益。 

2. 市场地位 

公司是目前国内电力电子装置用纯水冷却设备专业供应商，水冷业务主要产品为直流输电换流阀纯水

冷却设备、新能源发电变流器纯水冷却设备、柔性交流输配电晶闸管阀纯水冷却设备、大功率电气传动变

频器纯水冷却设备，所属行业为国家重点支持和鼓励发展的高新技术领域，行业发展受到国家法律、法规

和产业政策的大力支持，市场前景广阔。 

公司自设立以来一直坚持自主创新研发，拥有行业领先的技术，主要产品达到国内先进水平，部分产

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获得了国家工信部“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认定、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认

定。公司已建立成熟的产业化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体系，不断优化主营业务体系，有序推进市场拓展。 

公司控股子公司东莞硅翔成立于2008年，是专业从事新能源动力电池加热、隔热、散热及汽车电子制

造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自成立以来积累了一些优质的新能源汽车相关行业客户

资源，且长期保持稳定的合作关系。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受国家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的影响较大。近

年来，随着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和下游客户需求的增加，东莞硅翔增加了汽车电子制造业务并加强研发

投入，不断开发行业内新产品以拓展市场并布局未来高端热管理定制系统，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稳居行业

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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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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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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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5,317,119.26 2,202,810,447.95 9.65% 1,912,721,072.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990,030,345.94 924,421,488.42 7.10% 747,651,248.84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1,679,257,597.31 1,228,232,281.86 36.72% 816,824,961.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64,548,093.97 80,982,567.77 -20.29% 53,692,818.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2,640,490.70 73,407,756.90 -28.29% 40,014,962.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2,060,175.73 -71,549,315.54 116.86% 52,399,896.1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 0.29 -20.69% 0.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 0.27 -22.22% 0.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75% 10.37% -3.62% 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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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300,607.67 351,815,376.11 423,537,638.45 616,603,975.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598,440.95 12,219,540.36 18,942,011.50 28,788,101.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38,091.90 8,184,755.37 17,632,173.31 24,385,470.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25,557,172.22 76,304,066.70 -42,370,357.45 103,683,63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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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97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28,154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

股东总数

（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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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琦 
境内自然

人 
15.79% 44,350,527 35,346,395 质押 10,000,000 

横琴广金美

好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广金美好费

米一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2.95% 8,280,000 0   

张东东 
境内自然
人 

2.67% 7,511,37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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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若红 
境内自然

人 
1.59% 4,456,673 0 质押 4,221,171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中欧新趋

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LOF） 

其他 1.46% 4,089,300 0   

攀华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18% 3,310,000 0   

周利敏 
境内自然

人 
1.07% 3,006,400 0   

上海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中欧产业

前瞻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03% 2,897,050 0   

梁清利 
境内自然
人 

1.02% 2,867,629 2,225,722   

广发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中欧盛世

成长分级股

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00% 2,806,9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 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
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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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可转换公

司债券 
高澜转债 123084 

2020 年 12 月 10

日 

2026 年 12 月 09

日 
25,437.85 0.50%1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

息兑付情况 

2021 年 12 月 10日按面值支付第一年利息，计息期间为 2020 年 12 月 10 日至

2021 年 12 月 9 日，当期票面利率为 0.5%，每 10 张“高澜转债”（面值 1,000.00

元）派发利息为 5.00元（含税）。 

注：1 利率第一年为 0.5%、第二年为 0.7%、第三年为 1.2%、第四年为 2.0%、第五年为 2.5%、第六年为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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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本次发行的“高澜转债”出具了跟踪评级报告，资信评级状况未

发生变化，评级结果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高澜转债”信用等级为A+，评级展望为稳定。详见公

司于2021年5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0年广州高澜节能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2021年跟踪评级报告》。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资产负债率 53.29% 53.51% -0.2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

润 
8,652.75 9,277.26 -6.73% 

EBITDA全部债务比 22.80% 20.68% 2.12% 

利息保障倍数 3.98 10.47 -61.99% 

三、重要事项 

1. 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交易并进入转股期 

2020年1月8日，公司完成了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上市工作，公司28,000万元（28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于2021年1月8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高澜转债”，债券代码“123084”。“高澜转债”自2021年6

月16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11.36元/股。公司于2021年1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向

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公告编号：2021-002）。 

2021年5月2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

股价格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2021年

6月8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议

案》。“高澜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1.36元/股向下修正为9.0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实行日期为2021年6月

9日。公司于2021年6月9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向下修正“高澜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78）。 

公司于2021年9月17日办理完成14名股权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高澜转债”的转股价格

由9.00元/股调整为9.01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实行日期为2021年9月22日。公司于2021年9月18日在巨潮

资讯网披露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暨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107）。 

“高澜转债”转股期限为2021年6月16日至2026年12月9日。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共有256,215张“高澜

转债”完成转股，转股数量为2,845,044股；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254,378,500元，尚未转股的可转债数

量为2,543,785张。公司分别于2021年7月2日、2021年10月8日、2022年1月5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

2021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82）、《关于2021年第三季度可转

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13）、《关于2021年第四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1）。 

2. 回购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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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1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

励。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5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回购价格

不超过人民币8.50元/股（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公司

分别于2021年2月18日、2021年2月20日、2021年3年12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016）、《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1-018）、《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030）。 

2021年8月30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议案》，

同意将本次回购方案中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8.50元/股（含）调整为14.00元/股（含）。除上述内容调整

外，回购股份方案的其他内容无变化。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101）。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通过股票回购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数量为2,999,060股，

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1.07%，最高成交价为13.86元/股，最低成交价为7.68元 /股，支付的总金额为

25,054,491.40元（不含交易费用）。公司于2022年1月5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22-002）。 

截至2022年2月16日，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已实施完毕。公司通过股票回购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

计回购公司股份数量为3,371,5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0%，最高成交价为13.93元/股，最低成交价为7.68

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30,053,977.40元（不含交易费用）。公司于2022年2月18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

于股份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0）。 

3. 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 

2021年2月23日，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关胜利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选举

陈惠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公司于2021年2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选举职

工代表董事和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0）。2021年2月25日，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公司董事会换

届选举暨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

监事的议案》，选举李琦先生、方水平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谢石松先生、卢锐先生

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选举杨锐先生、黎乐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公司于2021

年2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22）、《关于

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4）、《关于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25）。 

4. 选举董事长、监事会主席、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2021年3月2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的议案》，选举李琦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了第四届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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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委员会委员，聘任关胜利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梁清利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陈惠军先生为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公司于2021年3月3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1-026）、《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27）、《关于聘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8）。 

5. 变更会计政策 

2018年12月7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的通知》（财会〔2018〕

35号）（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

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2021年

1月1日起施行。因此，公司按要求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根据前述规定，公司自2021年1月1日起执行

新租赁准则。公司于2021年3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5）。 

6. 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投资设立基金 

（1）青岛高澜建华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1年4月12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投资设立基金

的议案》，同意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8,000万元人民币与深圳市建华同源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深圳市长华投资有限公司、初心同源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基金，基金规模为10,000万元

人民币。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签署投资基金相关文件，并负责办理与本次投资基金相关的

所有后续事项。公司于2021年4月13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投资设立基金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50）。2021年5月12日，青岛高澜建华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完成了

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公司于2021年5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投资设立基金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65）。2021年5月26日，基金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了备案。公

司于2021年5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投资设立基金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1-074）。 

（2）广东佛山丹麓高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1年8月16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投资设立基金

的议案》，同意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2,200万元人民币与广州丹麓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州

越秀区丹麓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投资设立广东佛山丹麓高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基金规模为4,210万元人民币。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签署投资基金相关文件，并负

责办理与本次投资基金相关的所有后续事项。公司于2021年8月17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与专业投

资机构合作投资设立基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4）。2021年9月8日，广东佛山丹麓高澜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公司于2021年9月10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与专

业投资机构合作投资设立基金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103）。 

7. 通过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 

2020年12月9日，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有效期为三年。公司于2021年5月7日在巨潮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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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披露了《关于通过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2）。 

8. 原持股5%以上股东持股比例降至5%以下 

公司原持股5%以上股东吴文伟先生于2021年5月26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850,0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0.31%，其所持公司股份比例降至5%以下。公司于2021年5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

股东权益变动暨持股比例降至5%以下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73）和《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9. 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海南高澜 

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和董事长审批，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5,000万元人民币在海南设立全资子公

司。2021年6月16日，全资子公司海南高澜科技有限公司完成了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海南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10. 完成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21年9月17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14名离职激励对象所持不

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340,470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

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由149名调整至135名，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2018年限制性股票总数由

1,894,545股减少至1,554,075股。公司于2021年9月18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

销完成暨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07）。2021年9月24日，公司完成相关

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于2021年9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111）。 

11. 荣获第三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称号 

2021年9月28日，公司收到《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公布第三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的通告》（工

信部企业函〔2021〕197号），被授予“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称号。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有效期3年，

第三批“小巨人”企业有效期为2021年7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于2021年9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

《关于荣获第三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称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12）。 

12. 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澜科泵业 

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和董事长审批，同意公司与上海创科泵业制造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澜科

泵业（上海）有限公司。澜科泵业注册资本为1,500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出资765万元人民

币，占澜科泵业注册资本的51%。2021年10月29日，澜科泵业完成了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了上海市

青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13. 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智网信息 

2021年12月6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智网信息。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智网信息独立法人资格将被注销，其全部

资产、债权债务、业务、人员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均由公司依法承继。公司于2021年12月7日在巨潮资

讯网披露了《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32）。 

14. 岳阳高澜处置森革精密股权事项 

2020年12月8日，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岳阳高澜处置其所持湖南森革精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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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有限公司20%股权的相关事项。2021年5月12日，森革精密完成了工商变更，岳阳高澜不再是其股东。

2021年6月3日，岳阳高澜收到本次处置森革精密股权的全部款项121.38万元。 

15. 东莞硅翔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事项 

东莞硅翔因生产经营需要，经营范围删除了“房屋租赁”，其他经营范围的表述根据工商指导目录要求

进行了调整。2021年11月30日，东莞硅翔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手续。公司于2021年12月7日在巨潮

资讯网披露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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