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2681                               证券简称：*ST 奋达                           公告编号：2020-068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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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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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奋达 股票代码 002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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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玉平 罗晓斌 

办公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洲石路奋达科技

园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洲石路奋达科技

园 

电话 0755-27353923 0755-27353923 

电子信箱 fdkj@fenda.com fdkj@fenda.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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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493,398,740.01 1,482,222,043.90 0.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97,248,907.24 75,049,581.60 962.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64,884,086.58 45,489,545.35 42.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2,107,061.66 400,850,572.61 -37.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921 0.0364 97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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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921 0.0364 977.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92% 1.43% 2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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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1,435,895.57 4,896,046,399.16 11.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012,283,489.55 2,179,679,922.20 38.2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1,70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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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肖奋 境内自然人 35.66% 725,045,372 599,214,948 质押 724,238,088 

文忠泽 境内自然人 4.82% 97,925,363 97,925,363 冻结 97,925,363 

张敬明 境内自然人 3.15% 64,145,057 64,145,057 冻结 64,145,057 

董小林 境内自然人 3.10% 63,019,706 63,019,706 冻结 63,019,706 

肖勇 境内自然人 2.90% 58,972,646 47,079,484 质押 53,432,646 

肖晓 境内自然人 1.92% 38,953,377 29,215,033 质押 38,930,000 

肖文英 境内自然人 1.90% 38,645,402 0 质押 38,071,323 

深圳市泓锦

文大田股权

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

伙） 

其他 1.82% 37,016,113 0   

肖韵 境内自然人 1.67% 33,964,253 25,473,190 质押 33,720,000 

金元顺安基

金－浙商银

行－华润信

托－华润信

托·增利 42

号单一资金

信托 

其他 1.45% 29,485,28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刘方觉为控股股东肖奋配偶，肖韵为肖奋之女，肖文英为肖奋姐姐，

肖勇为肖奋弟弟，肖晓为肖奋妹夫。公司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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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陈小发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16,436,837 股，通过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73,4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6,610,237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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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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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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公司主营消费电子产品及其核心部件的研发、设计、生产与销售，主要产品包括电声产品、智能穿戴、健康电器以及移

动智能终端金属结构件等四大系列，是上述细分市场的主流供应商。报告期内，公司克服新冠病毒疫情全球大爆发、宏观经

济剧烈波动，因大额商誉减值导致连续两年亏损而被*ST引发对业务开展、银行融资等方面的负面影响，与富诚达原股东业

绩纠纷影响富诚达正常生产经营等诸多不利因素，实现营业收入149,339.87万元，同比增长0.75%，其中，电声及无线产品

受益于国际大客户的开发以及人工智能语音音箱持续增长，实现销售收入53,277.64万元，同比增长0.30%；智能穿戴产品处

于行业上升期以及与重点客户的深度合作，实现销售收入28,951.63万元，同比增长57.67%；健康电器实现销售收入28,191.31

万元，同比下降6.13%；移动智能终端金属结构件因受行业下行拖累，实现销售收入29,505.08万元，同比下降27.60%。 

报告期内，因富诚达原股东股份补偿确认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智能穿戴产品营业收入增幅较大，智能穿戴产品及电声

产品毛利率同比提升，盈利能力改善，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9,724.89万元，同比增长962.30%；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6,488.41万元，同比增长42.64%。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546,143.59万元，

较上年期末增长11.5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301,228.35万元，较上年期末增长38.20%，主要系富诚达原股

东股份补偿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与富诚达原股东就业绩补偿争议存在纠纷，本着降低上市公司和富诚达日常生产经营的不利影响、保护

公司广大股东利益的原则，在充分考虑未来潜在风险的基础上，公司与富诚达原股东签署《协议书》达成和解，及时实现对

富诚达的有效接管，富诚达的生产经营活动逐渐走上正轨。此外，公司在2020年7月完成了富诚达原股东补偿股份的回购注

销以及现金红利返还。上述纠纷的妥善处理，将有助于公司聚焦主营业务，进一步提升经营质量和业绩水平，为股东创造更

大的价值。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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