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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30                           证券简称：永利股份                           公告编号：2021-071 

上海永利带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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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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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利股份 股票代码 300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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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恽俊 仲朦朦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徐旺路 58 号 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徐旺路 58 号 

电话 021-59884061 021-59884061 

电子信箱 yunjun1982@yonglibelt.com  zhongmm@yonglibel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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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7,444,572.25 1,371,115,524.32 28.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4,932,163.95 87,543,819.31 8.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82,986,059.50 79,131,245.35 4.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3,429,299.83 144,837,308.59 -7.8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63 0.1073 8.3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63 0.1073 8.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8% 2.73%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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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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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9,067,721.11 4,033,435,031.33 6.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57,797,453.91 2,179,520,299.41 3.5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7,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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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佩浩 境内自然人 29.53% 241,007,477 180,755,608   

黄晓东 境内自然人 6.77% 55,286,244 55,286,244   

姜峰 境内自然人 3.30% 26,947,591 26,947,591   

天风证券－光大银行－天风证券天旭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3.02% 24,623,800 0   

杨炳桂 境内自然人 1.86% 15,200,000 0   

王亦嘉 境内自然人 1.37% 11,202,480 0   

陆文新 境内自然人 1.36% 11,064,064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红利指数增强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21% 9,879,000 0   

黄甲辰 境内自然人 0.86% 7,001,654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成中证红利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1% 5,778,9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史佩浩与王亦嘉系夫妻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黄甲辰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02,800 股，通过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 6,898,854 股，实际合计持有 7,001,654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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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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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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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事项 

1、总体经营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6,744.46万元，同比增加28.91%。上年同期公司受疫情影响营业收入

减少，本报告期国内疫情得以控制，公司业务恢复正常，且受市场需求等因素的影响，公司本报告期营业

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9,493.22万元，同比增加8.44%。其中，与业

务活动无关的资产减值损失影响金额为-1,874.74万元，故公司各业务板块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

的净利润11,367.96万元，同比增加29.85%。 

本报告期，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3,342.93万元，同比减少7.88%。主要系公司本报告

期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及支付的各项税费增加所致。 

2、各业务板块财务指标与经营分析 

公司主要区分3个业务板块：轻型输送带业务板块、精密模塑业务——英东模塑板块和精密模塑业务

——炜丰国际板块。 

（1）轻型输送带业务 

本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45,817.95万元，同比增加39.47%，占公司营业收入的25.92%。轻型输送带业

务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逐步增加的市场需求，公司本报告期继续着力于国内和海外市场的开拓，收入增长

率较上年同期大幅提高。 

本报告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3,736.55万元，同比增加47.57%。主要系本报告

期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而期间费用上升幅度小于收入上升幅度，因此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

股股东的净利润增加幅度高于营业收入的增加幅度。 

本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459.80万元，同比增加48.32%。主要系轻型输送带业务

规模增长，通过加强客户和供应商结算方式与账期的严格管控，本报告期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大幅增

长。 

（2）精密模塑业务——英东模塑 

本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81,406.38万元，同比增加50.48%，占公司营业收入的46.06%。上年同期该业

务板块受疫情影响营业收入减少，本报告期国内疫情得以控制，该业务板块生产经营正常，公司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本报告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3,980.64万元，同比增加126.66%。公司进一步加

强管理，在开源节流的大政策下本报告期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 

本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5,994.69万元，同比增长22.21%。主要系本报告期销售收

入较上年同期增长，导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增加。 

（3）精密模塑业务——炜丰国际 

本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49,520.13万元，同比减少1.28%，占公司营业收入的28.02%。主要系本报告

期销售产品结构变化以及汇率变动导致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略有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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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3,650.77万元，同比减少18.26%。主要系本报告

期销售产品收入较上年同期略有下降，产品结构变化以及原材料价格上涨引起的总体毛利率有所下降，以

及汇率变动，导致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下降幅度高于营业收入的下降幅度。 

本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4,888.44万元，同比减少38.28%。主要系本报告期原材料

涨价，公司购买原材料备库所致。 

3、报告期内重点工作 

报告期内，为公司快速发展提供生产保障，提升公司轻型输送带业务领域的产能，满足公司因市场开

拓带来的产能扩张需求，公司积极推进在南通和崇明的生产线建设，报告期内子公司永利崇明及海安加富

购置了两条生产线，并持续推进生产线的验收工作；同时，公司与安徽广德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签署了《项

目投资协议》，公司拟在广德经济开发区内投资建设轻型输送带智能制造基地项目，公司于报告期内在广

德市投资设立了一家全资子公司安徽永利输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报告期内，为了加强公司在轻型输送带领域的全球市场战略布局，进一步完善营销网络，巩固和扩大

永利在国际市场的品牌影响力，公司下属永利荷兰收购永利德国30%股权，完成收购后共计持有永利德国

75%股权，实现对永利德国的控制；后永利荷兰与巴西当地具有市场和业务拓展能力的合作方共同出资在

巴西设立永利南美。 

报告期内，公司与具有丰富行业经验的合作方共同出资设立上海尤利璞智能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拟切

入智能装备领域，一方面有助于公司抓住下游行业的发展契机，深入挖掘轻型输送带产品需求，协助公司

更好的实现“轻型输送带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的战略布局，另一方面公司积累了大量工业客户的需求分析

数据，可将智能装备快速推广到直接用户，进一步完善公司上下游产业布局。目前公司以产业投资的方式

开展智能装备业务，报告期内通过尤利璞增资参股翊优捷（苏州）智能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报告期内，为进一步优化公司业务结构，集中有效资源聚焦于轻型输送带及精密电子、电信、玩具等

高端模塑业务，强化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公司拟向苏州英东模塑有限公司转让公司所持有的英东模塑100%

股权以及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对英东模塑的应收股利，本次交易总价为61,400万元。该事项已经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目前正在推进中。 

报告期内，一方面，公司持续进行研究与技术成果转化，子公司开平百汇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公

司及下属子公司青岛饰件、百汇精密深圳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另一方面，公司规范研发管理的各项流

程，进一步调整产品结构，优化产品配方，以满足客户的需求为关键，在保证产品稳定性的前提下，提高

产品性能；同时注重保护知识产权，坚持走可持续创新的道路。报告期内，公司的技术研发和自主知识产

权申报工作持续开展，本报告期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共获得26项实用新型专利的授权证书，且完成44项新专

利的申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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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永利带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 

                                                               史佩浩 

                                                                  2021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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