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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866                           证券简称：安克创新                           公告编号：2021-048 

安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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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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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克创新 股票代码 300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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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希 袁浩 

办公地址 
长沙高新开发区尖山路39号长沙中电软

件园 

长沙高新开发区尖山路 39号长沙中电软

件园 

电话 0731-8870 6606 0731-8870 6606 

电子信箱 IR@anker.com IR@ank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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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5,370,576,888.61 3,527,713,393.54 52.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08,296,834.33 276,563,442.55 47.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300,274,157.71 244,472,141.43 22.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6,246,759.72 184,088,641.92 -163.1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0 0.76 31.5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0 0.76 3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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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44% 13.10% -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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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54,104,073.10 6,982,753,874.14 12.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472,380,016.56 5,398,515,452.21 1.3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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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萌 境内自然人 44.04% 178,974,000    

赵东平 境内自然人 11.98% 48,700,000    

吴文龙 境内自然人 5.05% 20,520,000    

和谐成长二期（义

乌）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77% 15,340,984    

贺丽 境内自然人 3.70% 15,027,000    

苏州维特力新创业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维新仲华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3.36% 13,657,118    

上海联时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22% 13,082,536    

高韬 境内自然人 2.49% 10,125,000    

天津市海翼远景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43% 9,870,676    

天津市海翼远见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8% 7,253,67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阳萌先生和贺丽女士二者为夫妻关系；高韬先生同时担任天津市海翼

远景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市海翼远见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的普通合伙人兼执行事务合伙人。其余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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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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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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53.71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52.24%，保持持续稳定增长。其中境外收入为51.94

亿元，同比增长49.12%，占总营收比例为96.71%；境内收入为1.77亿元，同比增长296.40%，占总营收比例为3.29%。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4.08亿元，同比增长47.63%，持续展现了稳定的盈利能力。  

（一）分品类销售情况  

作为全球化消费电子品牌的新兴引领者，报告期内，公司持续专注主营业务，在充电类、智能创新类、无线音频类三大

品类均实现较好增长。 

1、充电类产品 

公司的充电类产品主要为“Anker”品牌的高中端充电器、移动电源、数据线以及其他充电周边等系列产品。充电类产

品是公司最早推出的产品品类，目前仍是公司产品销售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也是公司持续、重点发展的产品领域。作为全

球最大的第三方充电配件品牌商之一，安克创新持续实施高研发投入和品牌投入，在充电技术前瞻性、产品功能和品质领先

性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如率先推出较小体积的20W快充产品，以及早在2018年引领行业率先推出了应用“氮化镓”材料的

充电器，并在2021年领先升级氮化镓2代产品。  

报告期内，受益于快充类产品需求持续提升，以及公司适时推出技术领先、适配性较强的新产品，公司充电类产品实现

营业收入23.71亿元，同比增长43.64%，占营业总收入比例为44.15%。 

2、智能创新类产品  

公司的智能创新类产品主要包括“eufy”品牌的智能家居产品和智能安防产品，以及“Nebula”品牌的家用投影仪产品

等。通过持续加大产品研发投入、不断推出创新产品，公司智能创新类产品收入占比大幅提升，该领域已成为公司未来产品

多元化的重要发展方向。  

报告期内，公司智能创新类产品实现营业收入17.26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68.29%；占营业总收入比例为32.14%，

与去年同比增加3.07个百分点。 

3、无线音频类产品  

公司的无线音频类产品主要为“Soundcore”品牌的无线蓝牙耳机、无线音箱等系列产品。安克创新作为最早布局蓝牙

音箱产品和真无线耳机产品的智能硬件厂商之一，在无线音频方向积累了上百项专利，并有多项填补行业空白的发明专利，

在产品形态、外观、技术、功能方面均有独到创新，在全球无线音频尤其是无线耳机市场占据了一席之地。通过不断挖掘用

户细分需求，解决用户痛点，公司适时推出多款主打高品质音效和降噪的旗舰产品，并充分利用在充电领域积累的技术优势

延长产品续航。伴随产品品类不断丰富，收入占比持续上升，无线音频类产品已成为公司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  

报告期内，公司无线音频类产品在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12.45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48.56%，占公司营业总收入

比例为23.17%。 

（二）分地区收入情况  

公司致力于打造全球化智能硬件品牌矩阵，持续拓展海内外市场，深入当地本土市场建设销售渠道。在不断巩固北美、

欧洲、日本等成熟市场的同时，公司也持续加大在中国大陆、东南亚、南美等重要新兴市场的布局，加强渠道和品牌的本土

化建设。2021年1-6月，公司在欧洲、中国大陆、日本、中东等重要市场均实现了40%以上的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投入中国大陆市场，境内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77亿元，同比增长296.40%。线上方面，公司主要通

过国内知名线上B2C平台如天猫、京东、拼多多等进行产品销售，在巩固以上平台优势的基础上，还拓展了抖音、小米有品

等多种新渠道。线下方面，公司通过入驻APR、免税、机场以及顺电等大型零售集团，实现了线下渠道的突破。2021年5月，

公司在深圳举办了Anker中国首场线下发布会，发布了GaNII（氮化镓2代充电器）、热门IP联名充电套装等多款新产品，持续

增强中国大陆市场影响力。2021年618期间，Anker安克拿下天猫和京东平台第三方充电器品牌销售额双冠军，天猫平台销售

额同比增长308%，京东平台销售额同比增长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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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单位：元 

2021年1-6月  2020年1-6月  同比变动 

收入金额 占比 收入金额 占比 

北美 2,584,691,636.65  48.13% 1,956,494,760.00  55.46% 32.11% 

欧洲 1,101,515,482.31  20.51% 643,016,269.80  18.23% 71.30% 

日本 831,678,441.03  15.49% 531,405,208.00  15.06% 56.51% 

中东 260,667,613.67  4.85% 176,030,237.30  4.99% 48.08% 

中国大陆 176,452,876.42  3.29% 44,513,749.33  1.26% 296.40% 

其他 415,570,838.53  7.74% 176,253,169.11  5.00% 135.78% 

合计 5,370,576,888.61  100% 3,527,713,393.54  100% 52.24% 

注：线下销售收入以客户所在销售地区统计，线上销售收入以平台所在销售地区统计。  

（三）线上及线下销售情况  

公司在全球范围搭建了多渠道、多层次的销售体系，主要包含亚马逊、eBay、天猫、京东等第三方线上平台及旗下各

品牌官网（Anker/Soundcore/eufy）为主的线上渠道，以及沃尔玛、百思买、塔吉特、百思买和7-11等商超、贸易商等线下渠

道，实现“线上+线下”全渠道覆盖，向全球消费者销售自有品牌的消费电子类产品。公司业务覆盖了超过100个国家和地

区，在行业内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报告期内，公司来自于线上渠道的收入为35.03亿元，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为65.52%；来自于线下渠道的收入为18.43亿

元，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为34.48%，与去年同期相比提升6.17个百分点。 

（四）行业地位 

2021年上半年，公司入选“2021胡润中国大消费民企百强榜”，旗下品牌Anker连续5年入选全球最大传播集团WPP与

Google联合发布的BrandZ™“中国全球化品牌50强”榜单，其中2021年在榜单中位列第13位，同时以26%的品牌力增长位列

消费电子类增速第1，在全榜品牌力中的增速排行第4；公司产品荣获德国红点设计（Red dot）奖4项、汉诺威工业（iF）设

计奖7项等国际奖项。同年7月，Anker品牌入选第一财经、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CBNData）发布的《2021中国新消费品

牌年度出海榜》。目前公司全球用户数已超过1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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