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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02                         证券简称：飞荣达                 公告编号：2021-055 

深圳市飞荣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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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荣达     股票代码 30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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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燕 马蕾 

办公地址 
深圳市光明区玉塘街道田寮社区南光高速

东侧、环玉路南侧飞荣达大厦 1 栋 9F 

深圳市光明区玉塘街道田寮社区南光高速

东侧、环玉路南侧飞荣达大厦 1 栋 9F 

电话 0755-86083167 0755-86083167 

电子信箱 frdzq@frd.cn frdzq@frd.cn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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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原因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207,273,689.02 1,472,776,216.90 1,472,776,216.90 -18.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1,598,399.53 170,651,062.48 170,651,062.48 -5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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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4,733,657.03 132,769,255.94 132,769,255.94 -96.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957,482.86 191,976,236.59 191,976,236.59 -90.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35 0.34 -58.8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35 0.34 -58.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1% 9.84% 9.84% -6.9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4,743,366,478.49 4,688,635,364.89 4,688,635,364.89 1.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84,594,189.41 2,425,716,757.73 2,425,716,757.73 2.4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3,32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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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飞 境内自然人 47.11% 238,548,313 182,709,685 质押 23,600,000 

黄峥 境内自然人 9.46% 47,894,729  质押 17,000,000 

马军 境内自然人 2.82% 14,300,431 10,725,323   

飞驰实业投资（常州）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9% 14,122,488    

深圳市远致瑞信股权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深圳市远致瑞

信混改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2.37% 11,996,808    

孙慧明 境内自然人 1.80% 9,095,443    

北信瑞丰资管－非凡资产管

理翠竹 13W 理财产品周四公

享01款－上海北信民生凤凰

16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11% 5,602,827    

杨燕灵 境内自然人 0.99% 5,003,500    

深圳安鹏资本创新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4% 3,735,218    

常州金沙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1% 2,585,01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实际控制人马飞持有公司 47.11%股份，股东黄峥持有公司 9.46%股份。马飞与黄峥为配偶

关系。2、股东马军持有公司 2.82%股份，马军与马飞系兄弟关系。3、飞驰实业投资（常州）

有限公司（原深圳市飞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2.79%股份，马飞和马军分别持有飞

驰投资 33.0002%和 2%的股权。4、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

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1、孙慧明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006,600 股外，还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7,088,843 股，合计持有 9,095,443 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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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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120,727.37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8.03%，从主要产品的收入构成情况来看，2021年半年

度电磁屏蔽材料及器件占比32.75%，导热材料及器件占比40.68%，基站天线及相关器件占比10.23%，防护功能器件及其他业

务占比16.3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7,159.84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8.04%，具体变动原因如下： 

（1）公司受中美贸易、手机终端市场及芯片供应紧缺等因素影响，公司在手机及笔记本等原有终端业务与5G基站天线相

关业务下滑，海外部分客户继续受疫情影响致使新产品开发及量产时间推迟导致营收不及预期；同时，全球范围内大宗原材

料价格持续上涨，进一步压缩了公司的利润空间，导致利润下降。但公司不断整合资源，研究产品升级，持续推动新客户的

开发认证及新产品的打样，公司对未来发展和整体盈利能力充满信心。 

（2）公司在新能源汽车、光伏逆变器、电源产品等新领域持续的精耕细作，汽车电池端板、液冷板、导热膏和逆变器散

热器件等产品已开始批量交货，上述领域的销售业务稳定增长，对报告期内的营业收入作出一定的贡献。由于新项目研发投

入较大，同时常州飞荣达科技园2021年陆续开始投产，固定成本较高，规模效应目前尚未展现，对公司短期盈利带来一定影

响。 

公司不断和行业内重要客户进行交流和走访，及时了解客户的需求，并且深入参与到客户的产品研发、设计和应用中，

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个性化服务，在新能源汽车和光伏逆变器领域的协同效应将日益显现，对公司未来整体经营业绩将产生

积极影响。 

（3）汇率波动影响：报告期美元兑人民币汇率较上年同期变动较大，汇率波动对公司业绩产生较大不利影响。 

根据行业预测，未来光伏/新能源汽车市场规模不断增大，5G信息技术爆发，市场潜力巨大，且在贸易摩擦和贸易保护

主义的背景下，国内客户的进口替代需求增大，这都为公司发展迎来战略机遇。公司在维持现有客户及产品的同时，将不断

进行新业务领域的拓展，开发新客户，拓宽公司产品的应用范围，增加市场占有率，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 

2、公司于2021年6月25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及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

通过了《关于与广东博纬通信科技有限公司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并与标的公司原股东吴壁群、

广州博群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蔡亮、吴华建、章致光及标的公司签订了《以现金购买广东博纬通信科技有限公司51%

股权协议之补充协议（二）》（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二）》”），并经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受疫情及中美贸易摩擦等客观因素的影响，标的公司短期业绩实现不及预期。截至该次董事会公告之日，公司已收到博

纬通信原股东刘玉、苏振华、宋夙丽业绩补偿款合计1,092,518.59元。为充分发挥博纬通信研发能力强、产品技术领先的优

势，保证其长远稳定的发展和无线通信领域的持续竞争力，兼顾标的公司原股东的补偿能力，公司及标的公司原股东吴壁群、

广州博群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蔡亮、吴华建及章致光一致同意对《原协议》《补充协议（一）》中其对应的业绩承

诺补偿方式作出调整，将《原协议》《补充协议（一）》约定的业绩补偿方式由“现金补偿”变更为“现金补偿与原股东所持

标的公司股权补偿相结合”。 

截至公司本报告出具之日，公司已收到标的公司原股东吴壁群、广州博群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蔡亮、吴华建及

章致光第一笔业绩补偿款合计15,009,991.50元。上述股东已积极配合公司完成其合计持有标的公司22.8820%的股权补偿变

更，并取得《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同时，上述股东已将其合计持有标的公司25.7680%的股权质押给公司，并

取得《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 

吴壁群于揭阳市揭东区的拾叁处不动产，对应的产权证号分别为粤（2021）揭东区不动产权第0001353号、粤（2021）

揭东区不动产权第0001354号、粤（2021）揭东区不动产权第0001355号、粤（2021）揭东区不动产权第0001356号、粤（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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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东区不动产权第0001357号、粤（2021）揭东区不动产权第0001358号、粤（2021）揭东区不动产权第0001359号、粤（2021）

揭东区不动产权第0001360号、粤（2021）揭东区不动产权第0001361号、粤（2021）揭东区不动产权第0001362号、粤（2021）

揭东区不动产权第0001363号、粤（2021）揭东区不动产权第0001364号、粤房地权证揭东字第0000004553号。由于不动产所

归属的不动产登记主管部门因当地政策原因无法受理。吴壁群承诺，如预计其按照《补充协议（二）》的约定支付补偿金存

在困难的，将依照《补充协议（二）》约定通过对上述不动产进行变卖、抵押融资等方式筹集资金，确保公司能按照本补充

协议约定及时收到其的业绩补偿款。 

 3、公司于2021年6月25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及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分别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签署<合作协议>并拟投资建设飞荣达通信集成大湾区生产基地的议案》，并

经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拟设立注册资本不低于1亿元的全资子公司，投资约人民币20亿元在佛山

南海区投资建设“飞荣达通信集成大湾区生产基地”项目，投资建设液冷板，特种散热器等散热产品及通信系统集成产品生产

基地。目前，公司已完成注册全资子公司广东飞荣达精密制造技术有限公司，并取得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605MA56X4HK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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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之签字页） 

 
 
 
 
 

 

 

 
 
 

 
深圳市飞荣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马飞      

 
2021 年 8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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