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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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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402152567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8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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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际股份 股票代码 002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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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文龙 周桂生

办公地址 广东省汕头市潮汕路金园工业城 12－12
片区

广东省汕头市潮汕路金园工业城 12－12
片区

传真 0754-88116816 0754-88116816
电话 0754-88118888 0754-88118888
电子信箱 zwl@tonze.com zgs@tonz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模式未发生变化，主要经营锂电材料业务及家电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

业务未发生变化，两大业务经营情况如下：
一、公司锂电材料业务
（一）业务范围
公司全资子公司新泰材料主要研发、生产六氟磷酸锂、氟铝酸钠、氟化盐系列产品（氟硼酸

钾、氟钛酸钾、氟锆酸钾）、盐酸、氯化钙、氯化钠。主要产品六氟磷酸锂是锂电池的重要原材料。
锂离子电池的原材料可分为正极、负极、隔膜和电解液四大类。 锂离子电池主要依靠锂离子在
正极和负极之间往返的嵌入和脱嵌来完成充放电的过程。 作为四大材料之一的电解液，在电池
正负极之间起到传导输送能量的作用。 电解质是电解液的核心组成部分，六氟磷酸锂是主要电
解质材料，目前从对电解质的性能要求来看，六氟磷酸锂综合性能最好。 目前六氟磷酸锂主要
应用于储能电池、动力电池及数码、照明系列锂电池等产品中。

（二）业务模式
1、销售模式
公司的销售模式主要是直销模式和经销模式，根据下游电解液客户的订单量进行生产。 公

司根据产品下游应用市场需求状况，公司制定相应的市场开拓计划，并投资相应资源不断开拓
下游应用客户。 在严格管控赊销坏账风险的基础上，公司将采取更为灵活的销售政策来拓宽销
售渠道，重点开发潜在的重要客户。

2、采购模式
原材料采购计划主要根据销售订单和市场销售预期来制定，包括定期采购和临时采购。 六

氟磷酸锂生产所需主要原材料包括氟化锂、五氯化磷和无水氟化氢。 随着下游应用市场的蓬勃
发展和产品工艺方法的成熟，为保证生产计划如期执行并控制原材料采购成本，公司建立了标
准化采购流程。

3、生产模式
公司根据销售订单制定产品生产计划。 公司已建立了科学、合理的生产流程体系，保证了

产品供货的及时性。
生产流程图如下：

4、研发模式
公司研发部负责产品的研发，由核心技术人员负责指导。
研发流程图如下：

（三）所在行业现状及发展前景
1.电解质介绍
锂离子电池的原材料可分为正极、负极、隔膜和电解液四大类。 锂离子电池的反应原理决

定了一个电极在组装前处于嵌锂状态，一般选择相对锂而言电位大于 3V 且在空气中稳定的嵌
锂过渡金属氧化物做正极，如 LiCoO2、LiNiO2、LiMn2O4；做为负极的材料则选择电位尽可能接
近锂电位的可嵌入锂化合物，如各种碳材料包括天然石墨、合成石墨等；电解液采用 LiPF6 的乙
烯碳酸脂（EC）、丙烯碳酸脂（PC）和低粘度二乙基碳酸脂（DEC）等烷基碳酸脂搭配的混合溶剂
体系；隔膜采用聚烯微多孔膜如 PE、PP 或它们复合膜。

作为四大原材料之一的电解液在电池正负极之间起到传导输送能量的作用， 直接影响锂
离子电池的比容量、工作温度范围、循环效率和安全性能，一般由高纯度有机溶剂、电解质、添
加剂等材料在一定条件下，按一定比例配制而成。 由于锂离子电池负极的电位与锂接近，比较
活泼，在水溶液体系中不稳定，必须使用非水、非质子性有机溶剂作为锂离子的载体；电解质锂
盐是提供锂离子的源泉，保证电池在充放电循环过程中有足够的锂离子在正负极来回往返，从
而实现可逆循环，因此必须保证电极与电解液之间没有副反应发生；为了满足以上要求就需要
在电解液生产过程中控制有机溶剂和锂盐的纯度和水分等指标， 以确保电解液在电池工作时
充分、有效的发挥作用。 电解液属于柔性产能，其核心竞争力在于配方和高品质的电解质，供需
瓶颈最终落脚点在电解质上。

电解质作为电解液的核心组成部分，该原料成本占电解液生产成本的 50%，并且直接影响
锂离子电池的容量、内阻、倍率充放电性能、循环寿命、自放电特性等各种关键性能。

从电解液的构成来看，六氟磷酸锂、溶剂、添加剂等核心原材料占比约 90%，其中六氟磷酸
锂占比达 35%-40%。

2、行业发展概况
2020 年下半年开始，全球动力电池需求加速爆发。根据 Markets 的市场研究报告，到 2025 年

全球电动汽车年销量将达到 1079 万辆，期间年复合增长率超过 32％；预计到 2025 年，全球锂
离子电池市场规模估计将超过 1000 亿美元。 2020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合计销量 136.4 万辆，创历
史新高，带动我国动力电池需求持续增长，2020 年我国动力电池出货量为 84.5GWH，带动电解
液出货量同比增长 24.7%，达到 14.3 万吨。 电解液的需求进一步带动六氟磷酸锂的供应，而且
六氟磷酸锂、溶剂材料均属于典型的化工原材料，扩产周期长、投入资金较重、环境安全审批流
程时间长，从目前六氟磷酸锂的供应状况来看，六氟磷酸锂价格将维持在高位一段时间。

目前国内六氟磷酸锂生产企业较为集中，主要生产厂家包括：多氟多、石大胜华、新泰材
料、天赐材料、巨化股份、杉杉股份等。

3、主要产品的产能情况：

主要产品 设 计 产 能 （ 吨/
年 ）

本 报 告 期 实
际产量 （吨）

产 能 利 用
率

在建产能 投资建设情况

六氟磷酸锂 8160 9364 114.5% 10000 吨/年

目前项目建设加紧进行中 ，设
备已完成安装，正在调试 。 预
计 2022 年二季度进入项目整
体验收及试生产 。

（四）公司在行业中地位
新泰材料六氟磷酸锂产能达 8160 吨，位居行业前列。 报告期内，公司锂电业务全年实现销

售收入 18.9 亿元。
二、公司家电业务
本公司以满足消费者健康、营养、美味、便利的烹饪饮食需求为宗旨，主要致力于将现代科

学技术与传统陶瓷烹饪相结合的陶瓷烹饪家电、电热水壶等小家电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报告
期内，公司家电业务全年实现销售收入 3.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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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差错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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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51,111,837.4
7

3,189,338,586.6
6

3,238,307,886.6
6 40.54% 3,241,241,439.0

8
3,241,241,439.0
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3,412,971,683.2
6

2,667,938,138.3
5

2,667,938,138.3
5 27.93% 2,694,804,106.2

4
2,694,804,106.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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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2,564,970.6
3 742,829,810.73 742,829,810.73 203.24% 774,320,227.83 774,320,227.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745,033,544.91 -10,779,865.21 -10,779,865.21 7,011.34% 32,465,529.39 32,465,529.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40,537,745.70 -17,210,562.77 -17,210,562.77 4,402.81% -

324,897,180.64
-
324,897,180.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685,345,084.42 38,737,079.27 38,737,079.27 1,669.22% -13,953,988.80 -13,953,988.80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1.85 -0.03 -0.03 6,266.67% 0.08 0.08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1.85 -0.03 -0.03 6,266.67% 0.08 0.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50% -0.40% -0.40% 24.90% 1.17% 1.17%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广东证监局 2021 年第四季度对本公司现场检查，发现本公司财务核算方面存在 4 个问题。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
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根据《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有关规定，
对公司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并追溯调整相关财务数据。 具体为：

1、公司提供 13,500,000.00 元给客户广东金光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临时周转，混记在该客户
正常销售产生的应收账款科目中，2020 年度年末余额“其他应收款” 应调增 13,500,000.00 元，

“应收账款”年末余额应调减 13,500,000.00 元。
2、公司一笔 50,285,612.32元的投资，已签署收回协议，资产负债表列报项目错误。 2020年度年末

“持有待售资产”项目应调增 50,285,612.32元，“长期股权投资”应调减 50,285,612.32元。
3、公司对宁波天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的投资 73,981,015.01元，资产负债表列报项目错误。2020年

度年末余额“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应调增 73,981,015.01元，“长期股权投资”应调减 73,981,015.01元。
4、公司将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背书转让给供应商，会计报表列报时，直接终止了应收票据

和应付账款的确认，未能充分揭示公司可能承担的银行承兑汇票不能按期兑付的风险。 2020 年
度年末余额“应收票据”应调增 48,969,300.00 元，“其他流动负债”应调增 48,969,300.00 元。

上述会计差错事项对合并利润表、合并现金流量表、每股收益及净资产收益率无影响，追
溯调整事项均为子公司的调整，不涉及母公司的调整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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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093,702.07 473,454,981.84 686,903,254.22 814,113,032.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460,629.01 157,460,061.99 241,565,539.47 298,547,314.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7,460,629.01 150,200,773.96 241,136,306.92 301,740,035.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113,187.27 163,299,782.98 300,121,788.66 167,810,32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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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949

年 度 报 告 披 露
日 前 一 个 月 末
普 通 股 股 东 总
数

68,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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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汕头市天际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83% 83,779,180 0 质押 53,990,000
常熟市新华化 工有 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10% 48,680,410 0

星嘉国际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7.50% 30,148,940 0
深圳市兴创源 投资 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2% 12,935,604 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 公
司－华 夏 行 业 景 气 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7% 3,884,200 0

吴锭平 境内自然人 0.53% 2,150,000 0
# 刘兴浩 境内自然人 0.46% 1,840,000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 有
限 公 司－华 夏 盛 世 精
选混合型证 券投 资基
金

其他 0.38% 1,541,600 0

陶义锋 境内自然人 0.37% 1,493,700 0
丁盈花 境内自然人 0.36% 1,466,9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控股股东汕头天际及股东星嘉国际实际控制人为吴锡盾先
生、池锦华女士，上述两股东为一致行动人。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的情况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 股东刘兴浩通过信用担保账户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182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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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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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项目
公司计划总投资不超过 30 亿元，建设年产 3 万吨六氟磷酸锂及其他氟化盐产品项目。公司

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1.1 亿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江苏泰瑞联腾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 3 万吨六氟磷酸锂、6,000 吨高纯氟化锂等新型电解质锂盐及一体化配套项目
及补充流动资金。 目前该事项正在积极推进中。

2、关于潮州子公司投资项目进展
2021 年， 公司潮州子公司投资项目已取得《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项目代码：

2109-445103-04-01-128361）、《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445103202100037号）、《建设用地规划许
可证》（地字第 445121201880016、445121201880017、445121201880018号）、《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
445121202201260199）。 目前，该项目的建设正在加紧推进中，计划于 2022年 3月份正式动工建设。

3、关于新泰材料与客户签订的供货协议
为进一步稳固和扩大供需合作关系，实现更大程度的合作共赢，新泰材料分别与客户深圳

市比亚迪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张家港市国泰华荣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宁德国泰华荣新材料
有限公司等签订了长期供货框架协议。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协议仍按约定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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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8 年
年度报告及 2020 年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7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根据
《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
第 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有关规定，对公司《2018 年年度报告》《2020 年年度报告》相
关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并追溯调整。 公司于 2022年 1月 28日披露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
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13），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监事会发表了审核意见。 现将
《2018年年度报告》《2020年年度报告》涉及调整的数据更正如下：

一、《2018年年度报告》更正情况
《2018 年年度报告》“在建工程”年末余额应调增 395 万元，同时“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年

末余额应调增 395 万元。 本次更正不会对公司近三年年度财务报表造成影响。 除上述更正内容
外，原《2018 年年度报告》其他公告内容不变。

二、《2020 年年度报告》更正情况
更正前：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二、财务报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64,386,797.88 99,387,370.36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230,161,668.29 260,731,567.87
应收账款 242,067,644.89 173,873,864.72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48,473,301.32 68,375,861.31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115,094,887.74 53,461,528.18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106,354,912.39 179,669,326.32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6,371,356.15 6,070,642.90
流动资产合计 812,910,568.66 841,570,161.66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132,644,576.79 131,173,726.44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100,000.00 2,100,00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595,234,142.50 614,366,303.96
在建工程 34,759,622.61 30,944,738.13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128,285,565.48 134,014,420.80
开发支出

商誉 1,444,353,322.69 1,444,353,322.69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5,698,559.79 3,977,119.97
其他非流动资产 33,352,228.14 38,741,645.43

非流动资产合计 2,376,428,018.00 2,399,671,277.42
资产总计 3,189,338,586.66 3,241,241,439.08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378,325,589.94 360,287,770.91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35,572,794.19 59,723,890.85
应付账款 75,742,860.78 97,272,384.92
预收款项 2,879,259.68
合同负债 2,318,215.57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9,991,409.05 5,070,715.31
应交税费 14,313,933.51 5,225,663.90
其他应付款 1,502,028.23 868,953.71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8,018,069.84
其他流动负债 1,360,753.23

流动负债合计 519,127,584.50 539,346,709.12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3,000,000.00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1,721,475.24 3,585,993.38
递延所得税负债 551,388.57 504,630.34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2,272,863.81 7,090,623.72
负债合计 521,400,448.31 546,437,332.84
所有者权益：

股本 402,152,567.00 402,152,567.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916,780,911.51 1,916,780,911.51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54,146,223.99 54,146,223.99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294,858,435.85 321,724,403.7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667,938,138.35 2,694,804,106.24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2,667,938,138.35 2,694,804,106.2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3,189,338,586.66 3,241,241,439.08

更正后：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二、财务报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64,386,797.88 99,387,370.36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279,130,968.29 260,731,567.87
应收账款 228,567,644.89 173,873,864.72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48,473,301.32 68,375,861.31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128,594,887.74 53,461,528.18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106,354,912.39 179,669,326.32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50,285,612.32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6,371,356.15 6,070,642.90
流动资产合计 912,165,480.98 841,570,161.66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8,377,949.46 131,173,726.44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100,000.00 2,100,00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73,981,015.01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595,234,142.50 614,366,303.96
在建工程 34,759,622.61 30,944,738.13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128,285,565.48 134,014,420.80
开发支出

商誉 1,444,353,322.69 1,444,353,322.69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5,698,559.79 3,977,119.97
其他非流动资产 33,352,228.14 38,741,645.43

非流动资产合计 2,326,142,405.68 2,399,671,277.42
资产总计 3,238,307,886.66 3,241,241,439.08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378,325,589.94 360,287,770.91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35,572,794.19 59,723,890.85
应付账款 75,742,860.78 97,272,384.92
预收款项 2,879,259.68
合同负债 2,318,215.57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9,991,409.05 5,070,715.31
应交税费 14,313,933.51 5,225,663.90
其他应付款 1,502,028.23 868,953.71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8,018,069.84
其他流动负债 50,330,053.23

流动负债合计 568,096,884.50 539,346,709.12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3,000,000.00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1,721,475.24 3,585,993.38
递延所得税负债 551,388.57 504,630.34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2,272,863.81 7,090,623.72
负债合计 570,369,748.31 546,437,332.84
所有者权益：

股本 402,152,567.00 402,152,567.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916,780,911.51 1,916,780,911.51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54,146,223.99 54,146,223.99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294,858,435.85 321,724,403.7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667,938,138.35 2,694,804,106.24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2,667,938,138.35 2,694,804,106.2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3,238,307,886.66 3,241,241,439.08

2022 年 2 月 21 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前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专项说明》（大华核字[2022]001313 号）。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原《2020 年年度报告》其他公告内容不变，更新后的《2020 年年度报告》
将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敬请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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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21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现将该分配预案的基本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基本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的审计报告，公司 2021 年度实现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45,033,544.91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294,858,435.85 元，可供股东分
配的利润 1,039,891,980.76� 元。

以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402,152,567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
金股利 3.8 元人民币（含税），共计分配现金红利为 152,817,975.46 元，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
增股本。

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
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公司《章程》等关于
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 充分考虑了公司 2021 年度盈利状况、 未来发展资金需求以及股东投资
回报等综合因素，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独立董事对该预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该
利润分配预案尚需经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符合《公司章程》、公司

《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0-2022 年）及相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有利于分享公司发展的
经营成果，兼顾了股东的利益，且与公司经营业绩及未来发展相匹配。 因此，同意公司 2021 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将该预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没有损害全体股东，符合公司

远期规划布局的需要，同意将本预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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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 年 2 月 21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相关情况如下：
根据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2 年度经营计划对资金的需求，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向银行申

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以上授信额度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可使用的综
合授信最高限额，具体融资金额将视生产经营对资金的需求来确定。 最终额度以各家银行实际
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

授信业务包括但不限于银行承兑汇票、流动资金贷款等业务品种。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经批准的综合业务授信额度及有效期内， 根据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的实际经营需求全权办理上述授信额度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办理综合业务授信额度银行、
授信品种的选择；办理综合业务授信额度金额、利率的确定；办理综合业务授信额度相关的申
请、借款、担保等合同文件的签署；与办理综合业务授信额度相关的其他事项。

本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申请综合业务授信额度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该议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特此公告
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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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 2022 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21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聘任 202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现就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关于续聘年度审计机构的情况说明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过往担公司审计机构期间，在执行审计工作过程中

能遵守独立执业准则，严格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与证监会相关规定，发表独立、客观、
公正的审计意见，切实履行审计委托中所确定的责任和义务。 公司董事会拟续聘大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机构。 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
层根据公司 2022 年度的具体审计要求和审计范围，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协商
确定相关的审计费用。

二、关于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信息
机构名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成立日期：2012年 2月 9日成立（由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组织形式：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 号院 7 号楼 1101
首席合伙人：梁春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合伙人数量：232 人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注册会计师人数：1679 人，其中：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
注册会计师人数：821 人

2020 年度业务总收入： 252,055.32 万元
2020 年度审计业务收入：225,357.80 万元
2020 年度证券业务收入：109,535.19 万元
2020 年度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376
主要行业：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批发和零售业、建筑业
2020 年度上市公司年报审计收费总额：41,725.72 万元
本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45
2.� 投资者保护能力
职业风险基金 2020 年度年末数：405.91 万元
职业责任保险累计赔偿限额：70,000 万元
职业风险基金计提或职业保险购买符合相关规定。
近三年因在执业行为相关民事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无
3.� 诚信记录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 0 次、行政处罚 1 次、监督管理措施 23

次、纪律处分 2 次；52 名从业人员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分别受到刑事处罚 0 次、行政处罚 1 次、监
督管理措施 24 次、纪律处分 3 次。

三、项目信息
1.� 基本信息。
项目合伙人：胡志刚，2001� 年 11� 月成为注册会计师，2002� 年 11� 月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

计，2002� 年 11� 月开始在该所执业，2022 年 5� 月 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近三年签署
5� 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签字注册会计师：韩军民，注册会计师，1999年开始从事审计业务，至今参与过多家企业改制上市
审计、上市公司年度审计、清产核资、证监局及财政部检查等工作，有证券服务业务从业经验，从事证
券业务的年限 20年，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近三年签署 5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 王曙晖，1996 年 5 月成为注册会计师，1994 年 3 月开始从事上市公
司和挂牌公司审计，2020 年 10 月开始在该所执业，2008 年 8 月开始从事复核工作，近三年复核
上市公司和挂牌公司审计报告超过 50 家次。

2.� 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未受到证监会及其

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等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未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
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签字会计师韩军民 2021 年度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出具警示函措施。
序号 姓名 处理处罚日期 处理处罚类型 实施单位 事由及处理处罚情况

1 韩军民 2021-12-23 行政监管措施
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广东监
管局

函证程序执行不到位、商誉减值审
计程序执行不到位等，出具警示函
的行政监管措施

3.独立性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

能够在执行本项目审计工作时保持独立性。
4.审计收费
审计收费系按照大华所提供审计服务所需工作人日数和每个工作人日收费标准收取服务

费用。 工作人日数根据审计服务的性质、繁简程度等确定；每个工作人日收费标准根据执业人
员专业技能水平等分别确定。

2022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将由双方按照市场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协商确定。
四、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说明
1、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通过对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执业资质、从业人

员信息、业务经验及诚信记录等方面进行调研、审查和分析，认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及拟签字会计师具备胜任公司年度审计工作的专业资质与能力，同意向董事会提议由大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继续担任公司 2022 年年度审计机构。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续聘 202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22 年度审计
机构，聘期为一年。

3、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如下：
事前认可意见：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证券从业资格，具备相关专业素养

和丰富经验，具备足够的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能严格依据现行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对公司
财务状况进行审计，表现出较高的专业水平，所出具的报告及时、全面、客观。 通过对大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过往的审计情况及执业质量进行了核查和评价，提议续聘其为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机构。 我们一致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独立意见：综合考虑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后所决定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22 年年度审计机构。 该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
公司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机构，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聘任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机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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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22 年 2 月

21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应出席董事 7� 人，实际出席董事 7 人。
会议通知已于 10 日前以电子邮件、传真及电话通知的方式向全体董事送达。 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审议的议案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

案》；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具书面确认意见，保证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情况：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全体董事一致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公告，《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同时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与《证券日报》。

2、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全体董事一致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同时向公司董事会递交了 2021 年度述职报告，并将在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

大会上述职，《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3、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全体董事一致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全体董事一致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5、 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

案》；
表决情况：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全体董事一致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

告》及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6、审议通过了《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以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402,152,567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

金股利 3.8 元人民币（含税），共计分配现金红利为 152,817,975.46 元，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
增股本。

表决情况：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全体董事一致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7、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聘任 202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全体董事一致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关于聘任 2022 年度审计机构的公

告》。
8、审议通过了《关于核定公司 2021 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公司董事薪酬的表决情况如下（董事对自己的薪酬回避表决）：
（1）董事长兼总经理吴锡盾先生薪酬情况详见《2021 年年度报告》第九节之五“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报酬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全体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关联董事吴锡盾

先生回避表决。
（2）董事兼副总经理陶惠平先生薪酬情况详见《2021 年年度报告》第九节之五“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报酬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全体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关联董事陶惠平

先生回避表决。
（3）董事陈俊明先生薪酬情况详见《2021 年年度报告》第九节之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报酬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全体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关联董事陈俊明

先生回避表决。
（4）董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郑文龙先生薪酬情况详见《2021 年年度报告》第九节之五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报酬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全体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关联董事郑文龙

先生回避表决。
（5）独立董事俞俊雄先生薪酬情况详见《2021 年年度报告》第九节之五“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报酬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全体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关联董事俞俊雄

先生回避表决。
（6）独立董事余超生先生薪酬情况详见《2021 年年度报告》第九节之五“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报酬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全体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 ,� 关联董事余超

生先生回避表决。
（7）独立董事陈名芹先生薪酬情况详见《2021 年年度报告》第九节之五“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报酬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全体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关联董事陈名芹

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9、审议通过了《关于核定公司 2021 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全体董事一致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公司监事 2021 年度薪酬情况详见《2021 年年度报告》第九节之五“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报酬情况”。
10、审议通过了《关于核定公司 2021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全体董事一致通过。
除兼任董事外其它高级管理人员 2021 年度薪酬情况详见《2021 年年度报告》 第九节之五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报酬情况”。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情况：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全体董事一致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陶惠平为公司新能源事业部总裁的议案》；
表决情况：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全体董事一致通过。
《关于聘任陶惠平为公司新能源事业部总裁的公告》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获全体董事一致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 2022 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公告》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14、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定于 2022 年 3 月 15 日召开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
表决情况：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全体董事一致通过。
《关于召开 2021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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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 2021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 2022 年 3 月 11 日（星期五）下午

15：00� 至 17：00 在全景网举行 2021 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 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
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全景网（http://rs.p5w.net）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一、公司出席人员
出席本次网上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吴锡盾先生，董事兼董事会秘书

郑文龙先生，独立董事俞俊雄先生，财务总监杨志轩先生。
二、投资者问题征集方式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 2021 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 向投资者公

开征集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于 2022 年 3 月 11 日 12:00 前访问 http:
//ir.p5w.net/zj/，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 公司将在 2021 年度业绩说明会
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网上说明会。

（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二维码）
特此公告。

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2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