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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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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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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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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光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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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045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肖庆

梁雪莹

办公地址

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镜湖大道 8 号

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镜湖大道 8 号

电话

020-28609688

020-28609688

电子信箱

ir@ggec.com.cn

ir@gge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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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2,186,159,102.97

1,415,542,314.00

54.44%

107,227,040.58

37,020,015.00

189.65%

87,711,183.15

19,443,475.00

351.11%

-128,012,339.53

417,870,634.00

同比减少 54,588.30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

0.08

2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

0.08

2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27%

1.97%

上升 3.30 个百分点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4,585,486,955.69

4,483,989,144.21

2.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75,630,086.40

2,037,798,977.99

1.8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31,319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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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广西国光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47%

63,109,650

0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50%

53,846,999

0

周峰

境内自然人

4.98%

23,303,035

0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智恒咨
境内非国有法人
询有限公司

3.79%

10,570,824

0

北京泛信壹号股权投资中心
境内非国有法人
（有限合伙）

2.26%

8,602,801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欧价值发现股票型证券 其他
投资基金

1.84%

5,496,240

0

方有科

1.17%

4,800,000

0

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鼎萨 2 期证券投资集合 其他
资金信托计划

1.02%

4,492,700

0

智度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工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业园区惠真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0.96%

4,374,471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中欧潜力价值灵活配置混

0.93%

4,300,029

0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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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广西国光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拉萨经济技术开
发区智恒咨询有限公司、北京泛信壹号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智
度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惠真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是一致
行动人。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广西国光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2,989,650
股，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份 30,120,0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63,109,65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47%。方有科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4,8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2%。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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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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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6月，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18,615.91万元，同比增加54.44%；营业利润10,915.28万元，同
比增加317.6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722.70万元，同比增加189.65%；综合毛利率为13.68%，
同比下降2.55个百分点。
2021年上半年度，公司经营业绩同比变动主要原因如下：
1.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18,615.91万元，同比增加54.44%，毛利额同比增加约6,923.46万元，综合毛
利率为13.68%，同比下降2.55个百分点。营业总收入和毛利额同比大幅增加，主要是公司从2020年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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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持续得到国内外行业顶级客户或平台型巨型客户的多品类产品订单。综合毛利率同比下降，主要是报
告期受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
2.销售费用同比减少约717.24万元，主要是报告期将原计入销售费用的运输费约1,663.47万元作为合
同履约成本调整至营业成本核算。
3.研发费用同比增加约2,790.92万元，主要是报告期公司为持续增强核心竞争力，加大研发团队建设，
使得研发员工成本同比增加。
4.投资收益同比增加约886.59万元，主要是报告期对参股公司确认的投资亏损同比减少。
5.净敞口套期收益同比增加约2,918.41万元，主要是报告期到期交割的现金流量套期-远期外汇合同
的有效套期部分产生的收益同比增加。
6.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减少约509.58万元，主要是报告期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同比减少。
7.营业外收入同比减少635.67万元，主要是报告期收到客户赔偿款同比减少而结转的相关损益同比减
少。
8.所得税费用同比增加约753.96万元，主要是报告期利润总额同比增加。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经营情况如下：
1.音响电声类业务：
报告期内音响电声类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203,149.04 万元，同比增加 55.64%，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重
为 92.93%。公司经营业绩同比大幅上升，主要是报告期内下游客户需求强劲，产品订单同比大幅增加，尤
其是持续得到国内外行业顶级客户或平台型巨型客户的订单。得益于公司优质的客户群体以及多年积累的
技术沉淀，公司原有产品份额持续增长。声学应用场景越来越宽广，智能化、物联网趋势，让公司更广泛
地切入了 AI+iot 生态圈，包括 VR\AR 等智能可穿戴类产品。近年来，公司加大国内客户的开拓力度，产
品内销比例在增加。华为、百度等均为公司客户。2021 年初，公司获百度颁发“战略合作供应商奖”。该
奖项是根据公司专业技术、成本控制、交付管理、质量、管理成熟度、公司整体运营等多方面的综合考评
结果，更是整机供应商中唯一获得此殊荣的企业。去年成立的耳机事业部已经步入正轨，耳机业务有所突
破。视频会议系统相关产品的暴发增长，给公司带来了新的增长点。另外，公司也布局了汽车音响、智能
机器人及教育类声学产品等。公司未来发展战略：专注声学领域，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以利润为核心”
的原则，寻找能为公司带来利润的领域和客户，在传统业务、AI+IoT 生态圈、智能穿戴类产品（VR\AR）、
汽车音响等领域全面开花，争取三年内实现百亿销售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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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深化事业部制改革，优化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效率，并以提升综合盈利能力为目标，多举措、多
方面进行降本增效。
（1）公司持续推进事业部制改革，以事业部为利润中心，构建责、权、利三者相互统一的内在系统，
优化了管理结构，更好地调动了全体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管理水平。
（2）公司推行集中采购改革，将以往分散在多个部门的采购权限，统一集中到供应链管理中心，提
高工作效率，降低采购成本；并积极导入第二、第三供应商，培养供应商的良好竞争氛围。公司积极反腐
倡廉，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虽然美元兑人民币大幅贬值、原材料涨价，但公司内部持续实施精益生产、降本增效等管理措施，成
本管理改善成效明显，使得公司毛利额同比大幅增加；同时随着公司销售规模扩大、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
的研发投入力度进一步加强，使得公司期间费用同比增加。
2.锂电池业务：
锂电池业务包括软包锂电池业务以及锂电池正极材料业务。
软包锂电池业务由国光电子开展，国光电子是公司全资子公司，其主要产品运用于无线耳机、移动音
响、可穿戴设备、电子烟、无人机等产品。报告期内，国光电子持续深耕现有大客户，不断改善产品技术
和工艺流程，加大对自动化设备的投入，提高产品销售额和产品利润。2021年1-6月国光电子实现销售
13,488.71万元，同比增加56.73%，净利润835.03万元，同比增加417.15%。
锂电池正极材料业务：我国目前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仍处于较低水平，消费潜力巨大，将有力刺激新能
源汽车产业链各环节的发展，三元正极材料行业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广州锂宝下属公司宜宾锂宝及宜宾
光原已建成具备年产20,000吨锂电三元正极材料及年产7,000吨锂电三元正极材料前驱体生产能力的产
线。宜宾锂宝已聘请中国工程院吴锋院士为宜宾锂宝首席科学家，先后引进国内外多名锂电等产业高端人
才，拥有自己培养的研发团队。同时，联合北京理工大学共建宜宾锂电产业技术研究院和宜宾新能源锂电
材料院士创新中心，为产业发展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和领先的研发技术优势。宜宾锂宝目前已经达成满产，
客户为宁德时代、天津巴莫等头部企业，更大的产能扩张已纳入规划。另外，宜宾锂宝也在积极进行增资
扩股的准备工作，拟筹集资金进一步扩大正极材料及前驱体的装置规模，并为后续独立上市创造条件。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伟成
二〇二一年八月廿五日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