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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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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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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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星科技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2444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思远

陆海栋

办公地址

杭州市上城区九环路 35 号

杭州市上城区九环路 35 号

传真

0571-81601088

0571-81601088

电话

0571-81601076

0571-81601076

电子信箱

zq@greatstartools.com

zq@greatstartools.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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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 √ 否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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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

17,307,154,886.67

13,677,779,045.68

26.53%

11,132,498,783.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598,896,746.70

8,826,190,578.28

20.08%

7,430,589,865.25

2021 年
营业收入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10,919,683,344.37

8,544,440,154.30

27.80%

6,625,464,121.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70,003,396.40

1,350,132,516.91

-5.93%

895,030,139.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73,557,965.88

1,233,758,395.96

-12.98%

820,214,354.48

18,632,169.67

771,150,625.24

-97.58%

809,887,123.6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3

1.27

-11.02%

0.8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13

1.25

-9.60%

0.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70%

16.67%

-3.97%

12.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1,980,467,449.72

2,469,386,160.66

3,230,013,552.58

3,239,816,181.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6,735,674.36

471,372,916.18

422,651,002.42

119,243,803.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5,880,981.89

354,966,464.92

415,931,007.91

76,779,511.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7,541,515.95

163,624,323.18

-414,057,204.07

336,606,56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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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
23,535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
70,877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0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巨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40.56%

463,739,864

0

境外法人

6.89%

78,770,242

0

仇建平

境内自然人

4.01%

45,817,500

45,663,22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睿远成长价值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53%

28,900,546

0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稳
健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92%

22,000,000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银施罗德新成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70%

19,417,764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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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金融管理局－自有
资金

其他

1.38%

15,743,339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交银施罗德经济
新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25%

14,303,099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交银施罗德精选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4%

14,200,799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嘉实新兴产业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6%

13,260,687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巨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仇建平存在关联关系，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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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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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事项
1、2021年1月22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巨星转债”的
议案》，同意行使“巨星转债”有条件赎回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在赎回登记日（2021
年2月23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部未转股的 “巨星转债”。
赎回完成后，“巨星转债”自2021年3月5日起从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详见于2021年01月23日披露在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编号为2021-003、2021-004、2021-005号公告，于2021年02月24日
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编号为2021-019号公告，于2021年03月05日披露在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编号为2021-022、2021-023号公告。
2、2021年3月2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增资暨收购资产的议
案》，公司全资子公司欧洲巨星通过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JFB AG的相关资产，交易价格为2,790万欧元，
并于报告期内完成资产交割。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30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编号为2021-026、2021-027号公告，于2021年6月3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编
号为2021-057号公告。
3、公司于2021年4月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签订投资意向书的议案》，于
2021年6月1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收购实施主体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
司香港巨星国际有限公司通过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Geelong Holdings Limited 100%股权，本次交易最终
价格为1.2824亿美元，报告期内已完成资产交割。详见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编号为2021-030、2021-062、2021-065、2021-068号公告。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仇建平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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