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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60                           证券简称：江苏雷利                           公告编号：2022-012 

江苏雷利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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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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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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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326,328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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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雷利 股票代码 300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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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达 潘俊闵 

办公地址 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钱家塘路 19 号 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钱家塘路 19 号 

传真 0519-88369800 0519-88369800 

电话 0519-88369800 0519-88369800 

电子信箱 sd0039@leiligroup.com pjm0569@leiligroup.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从事的主营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家用电器、汽车微特电机、医疗仪器用智能化组件、工控电机及组件及相关零部件的研

发、生产与销售。公司产品包括空调电机及组件、洗衣机电机及组件、冰箱电机及组件、洗碗机循环泵、

跑步机电机、医疗仪器用丝杆电机、汽车水泵、汽车精密冲压件及配套零部件等。公司是微特电机产品及

智能化组件制造行业的领先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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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的主要产品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空调电机及组件、洗衣机电机及组件、冰箱电机组件、小家电电机及组件、汽车零

部件、医疗及运动健康电机及组件及工控电机及组件等七大类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主要产品类型 具体产品 

空调电机及组件 导风电机、导风机构组件 

洗衣机电机及组件 排水电机、排水泵、投放系统组件 

冰箱电机及组件 分冰水器、冰水垫、碎冰机电机 

小家电电机及组件 步进电机、无刷直流电机及组件 

汽车电机及零部件 汽车水泵、汽车电机、冲压件 

医疗及运动健康电机及组件 丝杆电机、跑步机电机及组件 

工控电机及组件 丝杆电机、无刷电机及组件 

其中，空调电机及组件产品主要为导风电机和导风机构，广泛应用于进风口导风板的开闭及出风口扫

风叶片的摆动；洗衣机电机及组件产品包括排水电机、排水泵和投放系统组件，主要应用于波轮洗衣机、

滚筒洗衣机和搅拌式洗衣机；冰箱电机组件产品主要为分冰水器、冰水垫和碎冰机电机，主要应用于对开

双门壁柜式电冰箱及多门冰箱的冰水制造系统；小家电电机及组件主要为步进电机、无刷直流电机及组件，

主要应用于吸尘器、厨房电器等；汽车电机及零部件产品主要为汽车电子水泵、汽车电机及汽车精密冲压

件；医疗及运动健康电机及组件，主要应用于医疗仪器（化验仪器、呼吸机等）、跑步机驱动等；工控电

机及组件产品主要为丝杆电机、无刷电机及组件，主要运用于工业设备的阀门电机等。 

（三）公司的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主要经营模式为直接向家用电器生产企业、汽车配套零部件企业进行配套供应，即公司经营自有

品牌，根据生产商的要求进行产品设计、试验、定型，再经过一系列测试后向生产商批量供货。 

1、采购模式 

公司根据自身的经营战略需求制定采购战略规划，开发、考核供应商，进行采购物料分类、价格核算、

材料成本控制、商务谈判、合同签订、采购流程优化等。采购部门负责采购计划制定、订单下达、物料跟

踪等。公司制定年度预测、每月采购需求计划，通过ERP系统和SCM平台进行从订单申请、订单下达、入库、

发票核销及付款的整个采购环节的管控，为公司采购决策提供依据。 

公司采购物料的付款期限一般为收到发票后30-90天，支付方式主要为银行承兑汇票和电汇方式。公

司现有产品所用原材料及配件主要来自国内供应商，并已建立良好的配套产品供应体系，物料供应数量充

足，质量满足要求。 

2、生产模式 

公司的生产模式主要为以销定产，生产部根据公司销售部门提供的订单和库存情况，下达生产任务；

采购部根据生产任务通知制定相关材料的采购和供应计划；品保部负责原材料的进厂检验和生产过程的质

量控制；各生产车间根据生产任务进行生产安排，合理组织产品的生产。公司将部分生产工序简单的产品

交给外协厂商加工生产。 

由于部分家电产品（例如空调）的生产存在较为明显的季节性特征，为了满足客户生产旺季时的供货

需求，公司会根据客户未来产品需求的预测在淡季时进行备货生产。 

3、销售模式 

公司主要客户包括国内外知名的家用电器生产商，其中国内客户主要为格力、美的、海尔等知名企业 

2021年度营业收入占比54.7%；国外客户主要包括伊莱克斯、惠而浦、LG、三星、松下、夏普、富士通、

GE等知名企业，2021年度营业收入占比45.3%。公司设有市场部和营销部，主要采用直接销售模式。其中

市场部负责分析市场发展方向和产品定位，进行品牌市场推广和新客户开发；营销部负责客户维护、产品

需求分析及订单跟踪。公司与主要客户在长期合作的基础上签署框架性协议，再以订单形式确定具体产品

种类、价格、交付等条款。公司注重与客户进行长期深度合作，积极参与、承担客户的新品研发任务，做

到与客户新品开发项目同步，提高合作粘性。考虑到市场开发尤其是境外市场开发的成本和效率因素，公

司有部分产品通过经销模式进行销售，利用经销商的渠道有利于进一步拓宽国内外市场。 

（四）公司的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公司主要从事家用电器、汽车微特电机、医疗器械用智能化组件及相关零部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2021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91,892.34万元，较去年同期上涨20.50%；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4,415.77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10.53%。公司作为世界范围内微电机

领域的龙头企业，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微电机模块化解决方案提供商，拥有具备国际竞争力的研发基地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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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自动化生产线。 

报告期内，公司在全球新冠疫情影响这一大背景下实现营业收入29.19亿元，主要得益于公司对各业

务模块进行积极开拓与调整。公司围绕“多应用领域”战略，推出工控领域用无刷电机及组件等新产品，

报告期工控电机及组件实现销售收入2.95亿元，同比增长69%；新能源汽车用电子水泵及铝压铸件产品需

求量增长较快，使得汽车零部件收入同比增长38%，达到了2.37亿元，新能源板块中光伏储能用水泵实现

销售收入901万元，开创了公司在新能源板块另一个增长点；医疗及运动健康板块中医疗器械用电机及组

件继续保持较好的增长势头，其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3%；家电板块随着公司产品组件化、模块化发展的不

断优化，报告期收入稳步增长14%，其中组件化产品在冰箱和小家电客户应用推广，使得其收入同比增长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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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448,862.22 376,667.81 19.17% 323,09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71,099.24 252,496.18 7.37% 231,795.88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291,892.34 242,228.82 20.50% 224,984.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415.77 27,290.45 -10.53% 23,025.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223.62 25,244.69 -8.01% 22,013.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282.94 42,247.37 -14.12% 28,292.7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4 1.06 -11.32% 0.9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3 1.06 -12.26% 0.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38% 11.32% -1.94% 10.4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万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71,754.95 73,615.68 69,202.11 77,31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324.58 7,847.62 6,027.33 2,216.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271.74 7,742.11 5,908.31 1,301.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307.76 39,457.3 13,517.7 -27,99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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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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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5,17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5,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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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雷利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7.28% 96,684,783 67,679,348 质押 8,000,000 

佰卓发展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27.99% 72,595,479 50,816,835   

常州合利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71% 12,208,434 8,545,904   

常州利诺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68% 9,552,504 6,686,753   

UBS AG 境外法人 2.87% 7,442,456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科技创

新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95% 2,470,916    

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

发盛锦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1% 2,356,228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

发沪港深价值

成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3% 1,112,021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

发中小盘精选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27% 700,000    

曹志为 境内自然人 0.25% 66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苏建国先生是公司实际控制人，通过雷利投资控制公司 37.28%的股份，通过佰卓发展控制公

司 27.99%的股份，通过利诺投资控制公司 3.68%的股份，合计控制公司 68.95%的股份。除上

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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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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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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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