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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55                     证券简称：得润电子               公告编号：2022-033 

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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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润电子    股票代码 00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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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海 贺莲花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天安数码时代大厦A座 1718 深圳市福田区天安数码时代大厦 A座 1718 

传真 0755-83476633 0755-83476633 

电话 0755-89492166 0755-89492166 

电子信箱 002055@deren.com 002055@deren.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营业务 

公司主营电子连接器和精密组件的研发、制造和销售，产品广泛应用于家用电器、计算机及外围设备、通讯、智能手机、

LED照明、智能汽车、新能源汽车等各个领域，具体业务产品如下： 

（1）消费电子领域：主要包括家电连接器及线束、电脑连接器、LED连接器、通讯连接器等； 

（2）汽车领域：主要包括汽车连接器及线束、新能源汽车车载电源管理模块、车联网、安全和告警传感器、汽车电子

等。 

（二）连接器行业发展状况 

1. 相关政策支持 

连接器是电子电路的沟通桥梁，是构成整个电子装备必备的基础电子元器件，应用领域非常广泛。连接器行业作为《战

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中的新型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属于国家鼓励发展的重点行业之一，《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纲要》、《“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等多项国家政策均将电子元器件列为重点发展产业，国家不断通过政



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2 

策鼓励行业的健康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制造业设计能力提升专项行动计划（2019-2022年）》

等文件均将新型元器件作为我国电子信息产业重点发展的领域。 

2. 连接器行业整体发展概况 

（1）整体市场规模保持增长，利润空间受到一定挤压。全球连接器行业处于稳步上升期，随着下游产业的发展和连接

器产业本身的进步，连接器已经成为设备中能量、信息稳定流通的桥梁，总体市场规模基本保持着稳定增长的态势。根据

Bishop&Associate发布的报告统计，2020年全球连接器市场规模为627.27亿美元，2021年提升至约671.22亿美元，2023年全球

连接器市场规模将会超过900亿美元；其中，中国为全球最大的连接器市场，2020年市场规模达到201.84亿美元，占比全球

规模的32.18%，2021年市场规模增长至约222.14亿美元，保持快速发展，但受全球疫情、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利润

空间受到一定挤压。 

（2）国产替代化进程进一步加速。受全球疫情影响，我国需要进口的连接器供应趋于紧张，导致部分连接器的交付周

期更长、产能不能满足需求、产品单位价格上涨，而国内的大部分终端厂商也有意向将主要的供应商从国外往国内转移，且

国内的连接器厂商在长时间的成长与磨合之后，与国外的差距在逐渐缩小，加之5G通讯、大数据、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

航空航天、轨道交通、海洋装备、医疗电子等高端应用领域需求增长，国产化替代进口步伐进一步加速，我国连接器行业发

展面临更好的机遇。 

（二）汽车行业发展状况 

1. 相关政策支持 

从全球来看，2020年起欧洲各国对新能源汽车加大补贴力度或减免税收，如德国将新能源汽车补贴提升50%以上、芬兰

确立零排放车量可享受最低税率优惠的政策、英国同时加大对新能源汽车补贴力度和实行零排放汽车免税政策等。随着欧洲

碳排放政策持续趋严，欧洲各国对于新能源汽车的扶持政策在2021年得到延续。 

2021年，中国政府多次出台政策持续鼓励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印发的

《“十四五”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工作规划》表明：在“十四五”期间，将推动公共机构带头使用新能源汽车，新增及更新车

辆中新能源汽车比例原则上不低于30%；国务院印发的《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中明确：将大力推广新能源汽车，逐步

降低传统燃油车在新车产销和汽车保有量中的占比。到2030年，当年新增新能源、清洁能源动力的交通工具比例达40%左右。 

2. 汽车行业整体发展概况 

根据LMC Automotive数据统计，2021年全球轻型车销量为8100万辆，较2020年增长5%。中国市场汽车仍位列全球第一

大汽车市场，根据中汽协数据统计，2021年中国汽车产销分别为2608.2万辆和2627.5万辆，同比分别增长3.4%和3.8%，中国

汽车市场在经历了连续第三年负增长后已经恢复，虽然2021年依旧受到疫情和芯片短缺的影响，但中国汽车市场仍然实现了

正增长，汽车行业总体表现出了强大的发展韧性和内生动力。随着汽车行业持续向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共享化趋势的

不断发展，行业整体面临着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新能源汽车市场规模持续增长，从全球市场情况来看，据EVTank数据显示，2021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达670万辆，同

比增长102.4%，并且预计到2025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将达到2,240万辆，到2030年将达到4,780万辆。从国内市场的情况来

看，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21年全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达到354.5万辆和352.1万辆，同比均增长160%，销

售渗透率达13.4%，充分说明新能源汽车市场从政策驱动转向市场拉动，已经进入到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新阶段。 

在芯片短缺、原材料成本大幅上涨、电池供应紧张的大背景下，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的销量数据仍然大幅度超预期，尤

其是中国市场，基本已经完全进入到市场化发展的新阶段。根据中汽协预测，2022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将达到500万辆，

同时根据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2025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有望达到600万辆，渗透率将达到

20%，2021-2025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14%。 

（三）2021年度主要业务发展情况 

（1）家电与消费电子业务领域 

2021年度，在市场需求相对疲软及成本上升的双重夹击下，家电与消费电子业务面临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公司一方面

充分发挥规模优势及产业经验优势，稳固已有市场客户，一方面积极开拓新品，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巩固了国内家电连接

器线束的龙头制造商地位；同时坚持重点发展高速传输连接器，深耕多年，厚积薄发，完成CPU Socket最新一代产品从技术

预研到最终批量生产的完整流程，获得客户的最终承认，顺利进入量产阶段，进一步提升了公司的行业地位，也为公司在高

端连接器领域的发展以及在服务器、通讯设备及汽车等应用领域的扩展奠定坚实基础。 

（2）汽车电气系统业务领域 

2021年度公司的整车客户受到原材料上涨及缺芯等不利因素影响，订单计划波动较大，公司克服经营成本大幅增加等困

难，保产保量，为客户提供了优异的产品服务，获得客户高度认可和肯定，巩固了公司核心战略供应商地位；公司聚焦重点

客户，围绕客户战略进行产业布局，进一步完善研发制造基地的布局；紧跟汽车智能化、电动化发展趋势，加大高压线束以

及电池包线束、发动机线束等小线束产品的技术和资源投入，延伸丰富产品线，拓展产品覆盖范围，抢占新客户新项目市场

资源。报告期内公司电气系统业务虽然经营业绩承压，出现阶段性困难，但是长远来看，为公司可持续发展和价值提升奠定

了基础。 

（3）汽车电子和新能源汽车业务领域 

报告期内全球新能源汽车行业呈现持续高速发展态势，公司新能源汽车车载电源管理模块业务实现了进一步放量增长，

在持续做好为宝马、PSA、保时捷等重点客户的产品配套服务的同时，公司在欧美市场以及国内市场的拓展都取得了重要进

展，获得光束汽车以及国内主流自主品牌多项新的定点业务，公司将根据客户计划做好后续的工作配合，顺利实现量产。 

新能源汽车行业尚处在一个快速变化的阶段当中，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及市场需求，公司将继续加强平台化产品开发力度

以及创新技术预研，加快800V高压平台产品、大功率及集成式产品及创新产品在众多客户的普及和应用，持续拓展市场，

同时优化供应链，推进关键电子零件的国产化，降低产品成本，增强产品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扩大业务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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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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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9,968,795,071.57 9,476,665,361.14 5.19% 10,224,978,917.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098,820,701.90 1,971,298,369.23 57.20% 1,905,387,936.36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7,586,755,070.09 7,272,228,518.21 4.33% 7,486,212,149.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92,443,627.65 117,833,720.93 -602.78% -585,481,081.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20,798,971.39 -79,557,344.63 -680.32% -617,779,643.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6,815,576.89 -639,581,721.91 168.30% 322,489,488.1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2574 0.2472 -608.66% -1.22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2574 0.2472 -608.66% -1.22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37% 6.06% -41.43% -24.65%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791,963,583.49 1,937,601,955.89 1,696,238,007.34 2,160,951,523.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561,425.66 6,775,213.42 -65,059,546.03 -547,720,720.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858,464.06 2,038,427.26 -61,650,297.78 -571,045,564.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8,859,604.01 -329,905,686.80 -291,586,189.36 1,337,167,057.06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3,942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0,397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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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得胜资

产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72% 106,536,915 0 质押 83,666,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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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建民 境内自然人 3.73% 17,511,017 13,133,263 质押 15,991,017 

杨桦 境内自然人 3.46% 16,200,015 0   

苏进 境内自然人 3.11% 14,592,000 0 质押 3,500,000 

田南律 境内自然人 1.15% 5,370,000 0 质押 5,370,000 

王群林 境内自然人 1.14% 5,350,000 0   

毛金明 境内自然人 0.83% 3,910,000 0   

建信基金－建

设银行－中国

人寿－中国人

寿委托建信基

金股票型组合 

其他 0.76% 3,541,200 0   

顾梦骏 境内自然人 0.75% 3,520,000 0   

饶琦 境内自然人 0.56% 2,636,900 2,006,250 质押 2,6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深圳市得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邱建民、杨桦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的

可能。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该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深圳市得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88,036,915 股外，还通过中

信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8,5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06,536,915 股；股

东杨桦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5,348,015 股，还通过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 10,852,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6,200,015 股；股东王群林通过申万宏源西部

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350,000 股；股东毛金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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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0,000 股；股东顾梦骏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

有 1,620,000 股外，还通过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9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3,520,000 股。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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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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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和第六节“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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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邱建民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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