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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81                             证券简称：奋达科技                             公告编号：2018-071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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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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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奋达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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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桂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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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ystal.xieyuping@fenda.com alex.zhouguiq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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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6,204,733.57 909,779,497.89 56.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5,459,634.09 129,698,699.61 12.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21,826,849.20 117,349,610.26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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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49,645,021.05 -39,782,891.70 1,230.2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83 0.1040 -5.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83 0.1040 -5.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3% 4.49%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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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11,126,079.54 8,781,787,787.85 -1.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284,315,113.76 6,158,213,435.55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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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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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8% 557,693,340 418,270,005 质押 394,650,000 

新余深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67% 99,308,900 32,450,000 质押 32,450,000 

文忠泽 境内自然人 4.78% 71,066,712 70,811,875   

肖勇 境内自然人 3.41% 50,799,418 38,099,563 质押 28,670,000 

董小林 境内自然人 3.10% 46,088,959 45,087,959   

张敬明 境内自然人 3.09% 45,917,103 45,893,100   

刘方觉 境内自然人 2.72% 40,500,000 0 质押 28,000,000 

肖晓 境内自然人 2.24% 33,400,000 28,000,000 质押 20,700,000 

肖文英 境内自然人 2.08% 30,983,200 0 质押 23,200,000 

肖武 境内自然人 1.89% 28,117,480 0 质押 19,6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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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文英为肖奋姐姐，肖勇为肖奋弟弟，

肖武为肖奋弟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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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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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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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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深圳市奋达科

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16 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 

16 奋达 01 112415 2021 年 07 月 25 日 40,000 3.80% 

（2）公司报告期末和上年末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26.97% 29.82% -2.85%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1.66 15.34 -2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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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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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电器、智能可穿戴设备、移

动智能终端金属结构件等四大系列。随着人工智能向纵深发展，智能语音音箱作为一种新型交互方式和物联网的控制中心，

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受益于行业的快速增长，报告期内，公司电声产品实现销售收入472,132,109.67元，同比增长75%，

我们预计，智能音箱未来较长时间内将成为公司电声板块最重要的驱动力，电声业务的增长趋势也不断地得以强化。克服贸

易环境恶化的不利影响，报告期内，公司健康电器实现销售收入268,945,828.03元，同比增长6%；公司移动智能终端金属结

构件产品因富诚达并表因素的影响，报告期内，实现销售收入592,494,964.72元，同比增长112%。受以上因素共同驱动，报

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26,204,733.57元，同比增长56.7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5,459,634.09元，同

比增长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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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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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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