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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10           证券简称：爱康科技            公告编号：2022-042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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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康科技 股票代码 002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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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龙强  

办公地址 
江苏省张家港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塘西路

101 号 
 

传真 0512-82557644  

电话 0512-82557563  

电子信箱 zhengquanbu@akcom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边框产品：作为公司传统优势产品，始终保持细分市场领先优势，2021年在原有稳定海外市场业务的基础上，开启国内

边框战略业务布局，优化完善自动化生产工艺，投入研发边框新材料应用，进一步提升边框产品市场竞争力。公司拥有500

多种产品设计数据库，30余种自主设计方案，与全球前25名光伏组件生产商保持长期稳定战略合作，为超过15GW的组件厂

商提供定制边框，连续多年占据海外市场份额的首位。 

2、支架产品：爱康支架将持续紧紧以市场和客户需求为根本价值导向，进一步通过技术研发，巩固并提升以包括地面支架、

屋顶支架、BIPV支架、农业大棚、漂浮支架系统、螺旋桩等全系列的常规支架系统解决方案；同步，快速加大智能追踪支

架、手动可调支架和柔性支架系统解决方案的全方位人力、资金、技术等资源投入，满足更高更广的客户和市场需求。 

3、高效光伏电池组件产品：公司目前拥有湖州、赣州、苏州、泰州四大产业制造基地。此外，公司还将采用合资、合作及

产业基金等运营模式，开展舟山12GW及温州8GW高效电池及组件投产建设。电池方面：公司全新发布AK iCell异质结电池，

已实现量产平均转换效率24.5%以上，双面率可实现95%，更易保持高良率，无PID，更低LID，可实现100μm硅片量产厚度。

组件方面：主推AK iPower高效异质结组件和AK iChaser高效PERC组件，AK iPower目前有4.0/5./6.0/7.0四大产品系列，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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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mm/210mm HJT电池，最高功率可达700W，转换效率达22.53%，双面率达85%以上，具备更低衰减、更低温度系数等优

势，最终可实现10%左右发电量提升、3%左右LCOE下降及更高收益率的优异表现。AK iChaser目前有4.0/5.0/6.0产品系列，

最高功率可达670W,采用182/210mm PERC电池、多主栅技术、半片无损切割技术，具备高效率、更低LCOE等优势。 

4、新能源发电与综合电力服务：公司在报告期内出售381.5MW并网光伏电站，进一步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提升公司现金

流；剩余部分电站的出售工作均在有序推进。通过对剩余光伏电站重资产的出售处置，逐步明确以新能源运维服务为基础，

结合电站检测、电力交易等业务做大做强公司的目标，进一步提升公司在新能源领域的知名度，将公司打造成以综合能源管

理服务为根本的业内知名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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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

减 

2019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9,095,480,554.61 9,592,832,932.04 9,771,774,585.01 -6.92% 11,645,285,537.56 11,645,285,537.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3,641,153,460.85 4,096,274,560.36 4,275,206,213.33 -14.83% 4,107,192,414.26 4,107,192,414.26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19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2,531,045,711.81 3,016,317,076.72 3,018,864,979.50 -16.16% 5,126,010,313.44 5,126,010,313.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06,044,783.90 22,079,747.37 17,154,776.21 -2,466.95% -1,611,705,676.59 -1,611,705,676.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40,412,961.67 -250,146,283.76 -250,146,283.76 -116.04% -1,304,222,862.92 -1,304,222,862.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36,077,429.85 584,290,786.88 584,299,475.18 -8.25% 825,310,241.67 825,310,241.6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06 0.0049 0.0038 -2,484.21% -0.36 -0.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06 0.0049 0.0038 -2,484.21% -0.36 -0.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53% 0.45% 0.42% -10.95% -27.03% -2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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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285,163.26 820,317,745.14 759,650,249.25 503,792,554.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474,591.35 -74,193,499.35 -53,285,375.92 -286,040,499.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4,932,326.85 -93,748,060.33 -75,306,430.86 -296,426,143.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083,301.17 71,613,525.92 -100,049,159.45 512,429,76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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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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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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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526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303,309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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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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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65% 387,407,400 0 质押 351,003,799 

邹承慧 境内自然人 2.72% 121,846,200 91,384,650 
质押 116,846,200 

冻结 121,846,2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47% 65,875,203 0   

#章建平 境内自然人 1.15% 51,309,904 0   

#夏德胜 境内自然人 0.99% 44,423,800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泰柏瑞中证光伏产业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8% 35,101,700 0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天弘中证光伏产业指数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5% 29,298,184 0   

江阴爱康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9% 26,640,006 0 质押 25,000,000 

#陈楗 境内自然人 0.43% 19,416,900 0   

邱利华 境内自然人 0.37% 16,705,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江阴爱康投资有限公司

为同一实际控制人邹承慧控制的关联企业，上述股东为一致行动人。上述

其他股东未知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章建平参与融资融券业务的股份数为 51,309,904 股，夏德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的股份数为 44,423,800 股，陈楗参与融资融券业务的股份数为

19,416,9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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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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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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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重要事项 

1、2019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消除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0年4月28日对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兴华

审字（2020）第020598号）。公司董事会、管理层高度重视2019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积极采取措施解决、消除

上述事项的影响。2021年2月7日，公司年审会计师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江苏爱康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2019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消除情况的审核报告》（苏亚核【2021】7号），报告认为：“爱康科技公

司编制的《关于2019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消除情况的专项说明》在所有重大方面未发现与实际情况存在重大

不一致。”  

2、关于回购公司股份事项 

公司于2021年6月11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临时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及2021年6月28日召

开2021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

购公司A股普通股股份，用于实施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6,000万元（含）

且不超过人民币12,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为不低于人民币2.2元/股（含）且不超过人民币3.6元/股（含）。公司于2021

年9月13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临时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股份方

案的议案》。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由不低于人民币2.2元/股（含）且不超过人民币3.6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7.5元/

股（含）。按照本次调整后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7.5元/股（含）的条件下，以不低于人民币6,000万元（含）测算，本次预计

回购的股份数量不低于8,000,000股（含），占公司当前总股本4,482,689,935股的0.1785%；按照本次调整后回购股份价格不

超过7.5元/股（含）的条件下，以不超过人民币12,000万元（含）测算，本次预计回购的股份数量不超过16,000,000股，占公

司当前总股本4,482,689,935股的0.3569%。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本次回购股份的

数量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10%，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规定，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

购期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回购股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3、出售参股光伏电站项目公司股权 

公司于2021年9月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临时会议、2021年9月1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临时会议、

2021年12月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临时会议、2021年12月3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四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

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出售参股光伏电站项目公司股权的议案》，公司拟向三峡电能有限公司出售全资子公司苏州中康电力开

发有限公司和无锡爱康电力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南召县中机国能电力有限公司、无棣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莒南鑫顺风光

电科技有限公司、嘉祥昱辉新能源有限公司、新疆利源新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五家渠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凤庆县爱康

电力有限公司、禄劝县爱康能源电力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截至2021年12月31日，苏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和无锡爱康电

力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标的公司全部股权已完成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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