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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94                           证券简称：朗进科技                           公告编号：2022-017 

山东朗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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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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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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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进科技 股票代码 300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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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涛 冯巍巍 

办公地址 
青岛市南区宁夏路 288 号软件园 2 号楼 20

层 

青岛市南区宁夏路 288 号软件园 2 号楼 20

层 

传真 0532-85938911 0532-85938911 

电话 0532-85930296 0532-85930276 

电子信箱 wt@longertek.com fengweiwei@longertek.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专业从事轨道交通车辆空调及其控制系统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维保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依托自身在轨道交

通车辆空调变频节能控制、减重、降噪、智能化等核心技术领域的竞争优势，公司提供满足各类型轨道交通车辆需求的变频

节能空调系列产品，取得了较高的市场地位与广泛的市场认可。公司依托智能变频节能技术和制冷、热泵技术等核心优势，

积极研发、拓展节能空调技术和产品新的应用领域，为新能源汽车领域提供空调系统及智能热管理解决方案，为数据中心、

服务器机房、通信网络、储能系统、智能电网等领域提供设备散热解决方案及节能温控产品，为工农业产品烘干领域提供空

气能热泵烘干节能解决方案及产品。公司主要产品及服务为轨道交通车辆空调及维修维护服务、新能源及智能热管理产品、

数字能源智能环控产品及变频控制器。 

公司变频热泵节能技术正在相关应用领域发挥很大的节能优势，其以平均30%的综合节能能力，助力相关行业节能降耗，

为国家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做出贡献。 

公司产品列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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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轨道交通车辆空调产品 

公司产品 图片 适用车辆及特点 

轨道交通车

辆空调 

地铁车辆空调 

 

适用于国内外各种A/B/C/L型地铁车辆，具有

变频、热泵制热、耐高温高湿、超低温、防雨

雪、防风沙、低噪声、除湿、无人驾驶智能控

制等特点。 

有轨电车空调 

 

适用于国内外70%、100%有轨电车，具有变

频、直流直进（发明专利）、热泵制热、轻量

化、低噪声、高能效等特点。 

无轨电车空调 

 

适用于虚拟轨道导向列车、无轨电车、智轨等，

具有变频、热泵制热、机电一体化、直流供电、

超低温制热（补气增焓）、轻量化、低噪声等

特点。 

单轨车辆空调 

 

适用于跨坐式单轨车、悬挂式单轨车及其他小

运量车辆，具有变频、热泵制热、直流直进、

超薄、轻量、高效、消音降噪等特点。 

磁悬浮车辆空调 

 

适用于高/中/低速磁悬浮车辆，具有直流供

电、变频、热泵制热、超轻量、超高能效、无

冲击、低噪声等特点。 

新一代车辆空调 

 

适用于下一代地铁车辆，具有变频热泵、全直

流供电、智能预诊断、轻量化、更高能效、低

噪声、净化杀菌、碳纤维壳体等特点。 

新型环保冷媒空

调 

 

适用于轨道各种车辆，具有变频、热泵制热，

环保、缓解全球温室效应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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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域城际空调 

 

适用于市域城际列车，具有变频、热泵制热，

优化风场、压力波控制等特点。 

动车高铁空调 

 

适用于动高铁车辆，具有完全自主化、变频热

泵、优化风场、压力波控制、密封性高等特点。 

普速客车空调 

 

适用于干线铁路普速客车，具有变频热泵、优

化风场、直流供电等特点。 

机车空调 

 

适用于干线铁路机车、城轨工程车，具有变频、

热泵制热、直流供电、取消空调电源、可靠性

高等特点。 

 

（2）新能源及智能热管理产品 

公司产品 图片 适用车辆及特点 

新能源客车

空调 

H系列（轻量化） 

 

适用于6m-8m纯电动公路客车、新能源公交

车。具有直流变频压缩机、噪音低车辆专用变

频器可靠性高、模糊无级变频舒适性高、制冷

能效比高、轻量化等特点。 

D系列（低温热

泵） 

 

适用于6m-8m纯电动公路客车、新能源公交

车。具有直流变频压缩机、噪音低车辆专用变

频器可靠性高、模糊无级变频舒适性高、制冷

能效比高、-15度以上热泵正常制热等特点。 

UT系列（超低温

热泵） 

 适用于6m-8m纯电动公路客车、新能源公交

车。具有直流变频压缩机、噪音低车辆专用变

频器可靠性高、模糊无级变频舒适性高、制冷

能效比高、-25度以上超低温热泵正常制热等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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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系列（集成电池

一体化） 

 

适用于6m-8m纯电动公路客车、新能源公交

车。具有直流变频压缩机、噪音低车辆专用变

频器可靠性高、模糊无级变频舒适性高、制冷

能效比高、集成电池冷却空调，减少整车重量，

实现综合热管理等特点。 

S系列（综合热管

理） 

 

适用于6m-8m纯电动公路客车、新能源公交

车。具有直流变频压缩机、噪音低车辆专用变

频器可靠性高、模糊无级变频舒适性高、制冷

能效比高、集成整车综合热管理系统，降低整

车能耗等特点。 

传统（混动）客车

空调 

 

适用于6m-8m传统燃油、混合动力巴士和公交

车。具有轻量化、噪音低、防火等级高、安全

可靠等特点。 

电池热管理系统 

 

应用于新能源车辆电池、电机电控热管理系

统，具有重量轻、体积小、温控精度高、安全

可靠的特点。 

空气能热泵

烘干设备 

 

适用于农副产品烘干、工业产品烘干等领域。

产品温湿度精准智能控制，保证产品质量。使

用闭式除湿循环，并在运行中对热量进行回

收，具有明显的节能效果，有效减少对环境的

污染。 

 

（3）数字能源智能环控产品 

公司产品 图片 应用领域及特点 

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列间空

调 

 

应用于中小型数据中心、通讯基站、科研数

据中心、云数据中心、中大型企业机房。产

品使用国际知名品牌全封闭压缩机，直流变

频、高效节能、精确控温。产品采用高可靠

性精密空调专用变频器，采用朗进集成智能

运维系统，有效降低运维成本，节能、大风

量、低耗能、送风距离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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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房间空

调 

 

主要应用于中小型数据中心、通讯基站、科

研数据中心、云数据中心、中大型企业机房。

产品使用国际知名品牌全封闭压缩机，直流

变频、高效节能、精确控温。产品采用高可

靠性精密空调专用变频器，采用集成智能运

维系统，有效降低运维成本，节能、大风量、

低耗能、送风距离远。 

智能微模块机房 

 

智能微模块机房包含机柜系统、电源配电系

统、制冷系统、安防系统、统一监控平台，

具有一体化设计、便捷扩容、绿色节能的特

点，适用于计算量大，制冷要求高的末端、

边缘侧场景。 

模块化智能数据

中心 

 
模块化智能数据中心包含机柜系统、配电系

统、制冷系统、封闭通道、安防系统、消防

辅助系统、统一监控平台。一站式交付，按

需部署，按需扩容，可降低初期投资，绿色

节能，提升PUE20%+，节省运维人力，提升

运维效率。适用于中大型核心机房，单个模

块≤50机柜且制冷要求高，降低PUE需求强烈

的场景。 

集装箱智能数据

中心 

 

适用范围：中小型数据中心、土建不完善、

追求低PUE、需要快速建设投运、支持整体快

捷搬迁、便于快速扩容的场景。产品具有一

体化设计制造，快速装配投运、绿色节能降

PUE、智能运维管理的特点。 

电力及储能

温控 

箱壁外挂式温控

产品 

 

主要应用于电力户外机柜、电力预制舱、移

动储能车等有温控节能系统需求的场景。产

品使用变频控制技术，宽电压设计，低噪声、

大风量、小焓差、耐腐蚀。采用直流变频压

缩机，高效EC风机，能效比高。来电自启动，

采用高铁空调可靠性设计标准，365天*24小

时连续不间断运行设计，适用于高海拔、高

热环境运行，具备过热、过流、过欠压、高

低压保护功能，可靠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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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内一体式温控

产品 

 

主要应用于储能集装箱、电力预制舱、电站

等有温控节能系统需求的场景。产品使用变

频控制技术，宽电压设计，低噪声、大风量、

小焓差、耐腐蚀。采用直流变频压缩机，高

效EC风机，能效比高。采用高铁空调可靠性

设计标准，365天*24小时连续不间断运行设

计，采用集成智能运维系统，有效降低运维

成本，具备过热、过流、过欠压、高低压保

护功能，可靠性高。 

箱外顶置式温控

产品 

 

主要应用于储能集装箱、电力预制舱等有温

控节能系统需求的场景。产品使用变频控制

技术，宽电压设计，低噪声、大风量、小焓

差、耐腐蚀。采用高铁空调可靠性设计标准，

365天*24小时连续不间断运行设计，采用集

成智能运维系统，有效降低运维成本，具备

过热、过流、过欠压、高低压保护功能，可

靠性高。 

 

（4）控制器产品 

公司产品 图片 应用领域及特点 

控制器 

 

适用于家用及商用变频空调、工业及轨

道交通变频空调、新能源大巴变频空调、

压缩机控制器等。具有智能控制，无级

变速，高效节能，噪音低，过流、过压、

过载保护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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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1,424,125,317.59 1,253,570,026.98 13.61% 1,125,691,78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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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35,726,687.95 895,218,326.91 4.52% 815,635,761.39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675,804,349.88 583,806,439.67 15.76% 525,703,861.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20,813.54 86,881,848.30 -93.65% 81,743,794.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56,409.62 80,562,426.50 -97.94% 74,810,874.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909,936.66 25,141,386.53 74.65% -101,859,687.0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98 -93.88% 1.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98 -93.88% 1.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1% 10.16% -9.55% 1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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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151,259.74 153,084,822.86 124,854,248.08 280,714,019.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56,232.66 9,604,690.59 -19,641,667.82 14,801,558.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6,500.11 9,407,167.50 -20,946,302.53 14,806,348.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591,796.92 23,562,568.77 -47,313,397.13 117,252,56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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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48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1,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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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朗进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80% 20,735,000 20,735,000 质押 6,689,999 

浙江省经济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20% 12,000,000    

莱芜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45% 4,050,000    

江瀚（宁波）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0% 1,451,938    

周文新 境内自然人 1.24% 1,128,412    

华舆正心（天津）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曾用名：中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4% 85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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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同方（天津）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张恒 境内自然人 0.81% 733,548    

章梦来 境内自然人 0.55% 503,500    

福建韵真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3% 301,000    

陈新 境内自然人 0.33% 296,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青岛朗进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一李敬茂担任莱芜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除此之外，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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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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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山东朗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第八章 公司/

激励对象发生异动时本激励计划的处理”之“二、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的处理”之“（二）激励对象离职”的规定：“3、

激励对象合同未到期，若激励对象因主动辞职或因个人原因而被公司辞退的，其已解除限售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不做处理，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以授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已归属第二类限制性股票不作

处理，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取消归属，并作废失效。” 

鉴于《激励计划》授予的3名激励对象已离职，已不符合激励资格，公司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第一类限制性股

票合计7,500股进行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90,942,450股变更为90,934,950股。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2年

2月7日出具了中兴华验字（2022）第030001号《验资报告》。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

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已于2022年2月17日完成登记。 

山东朗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敬茂 

 

2022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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