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2289                               证券简称：宇顺电子                        公告编号：2021-083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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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林萌 董事 

林萌先生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的《关于〈2021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的议案》投弃权票，理由为：同行业企业年年经营都是实现良好盈利，唯独我们宇顺电子

连续七年（2015 年-2021 年）年年巨亏，对公司经营管理能力深表质疑。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的风险提示 

请投资者特别关注上述董监高异议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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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顺电子 股票代码 002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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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九成 刘芷然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深圳市软件产业基

地 1 栋 A 座 13 层 1302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深圳市软件产业基

地 1 栋 A 座 13 层 1302 

电话 0755-86028112 0755-86028112 

电子信箱 hujiucheng@szsuccess.com.cn liuzhiran@szsuccess.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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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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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611,167.01 55,899,957.26 63.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012,688.49 -14,400,386.54 9.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3,883,173.15 -15,036,341.05 7.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3,801,548.59 178,046,928.85 -118.9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64 -0.0514 9.7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64 -0.0514 9.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6% -4.46%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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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033,295.94 361,431,567.94 2.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85,224,705.82 298,237,394.31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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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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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植融云（北

京）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42% 57,233,855 0   

中植产业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8.77% 24,585,656 0   

林萌 境内自然人 7.39% 20,706,000 15,529,500 质押 20,706,000 

张磊 境内自然人 2.89% 8,088,363 0   

魏连速 境内自然人 2.81% 7,861,635 0 质押 7,861,635 

郭宝田 境外自然人 2.71% 7,603,602 0   

李梅兰 境内自然人 1.58% 4,436,991 0 质押 4,436,991 

李洁 境内自然人 1.03% 2,879,544 0 质押 2,879,544 

中信里昂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资金 

境外法人 0.97% 2,721,200 0   

林车 境内自然人 0.88% 2,465,007 0 质押 2,465,00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中植融云（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中植产业投资有限公

司和中植融云（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为同一控制人实际控制的企业；中植融云（北京）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中植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系一致行动人； 

2、股东魏连速将其所持股份的表决权委托给中植融云（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3、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林萌与李梅兰、李洁、林车具有关联关系，系一致行动人； 

4、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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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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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主要业务情况 

公司属于计算机、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行业，主营业务为液晶显示屏及模组、触摸屏及模组、触摸显示一体化模组

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主要涵盖电容式触摸屏（GFF/OGS/GG）、LCD（TN/HTN/STN/CSTN/TFT）及对应模组、

TFT、INCELL\ONCELL模组等，广泛应用于通讯终端（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POS、智能穿戴、智能家居、车载

电子、数码产品、工业控制、医疗电子及其他消费类电子产品等领域。 

公司从事智能显示模组制造，主要为智能POS、智能穿戴、智能家居、车载电子等制造商提供全方位触控显示一体化解

决方案，为客户提供多形态产品，满足客户全方位的产品需求。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公司所属行业情况 

公司产品的经营模式为以销定产，随着终端应用产品的季节性周期变化，公司主导产品相应产生一定的周期性变化。 

（三）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161.1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63.8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01.27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9.64%。 

2021年上半年，疫后经济增速持续修复，生产端和消费端有所起色，但复苏过程较为缓慢，在限制因素真正解除前还难

以恢复到疫情前水平；疫情反复，零星爆发，散发疫情对需求端造成冲击，芯片短缺对工业端造成冲击，同时，外部因素复

杂，贸易摩擦升温，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上述因素对公司业务产生较大影响，公司积极应对，以尽量落实经营计划。 

1、2021年上半年，公司在巩固现有主营业务的基础上，在中尺寸TFT显示屏上进行了布局，增添了中尺寸生产设备，

并实现量产；紧抓市场机遇推动产品转型，加快TFT彩色显示屏类客户的拓展，极大提升了彩色显示屏份额，实现业务快速

增长； 

2、公司主要原材料驱动IC材料的成本大幅上涨、供应短缺，公司积极应对，启动策略备货，以较大限度保障了对主要

客户供应； 

3、客户拓展情况： 

①报告期内，公司加大了金融支付、医疗、WIFI模块类客户的彩屏业务，此类客户较2020年增长较快；另外加大新客

户的导入，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②国内家电类客户较2020年度有所增长：公司积极应对客户需求变化，快速降低成本，加大开拓黑白屏家电新客户的力

度，确保业务稳定发展；目前，公司与家电类客户合作较为稳定，并计划下半年针对国内家电类拓展新客户； 

③针对国外客户，公司主要维护医疗类客户，特别巩固和提升了日本市场的份额； 

4、积极和主要客户沟通，保持联动，推进价格提升，保持毛利率，使产品保持一定利润。 

2021年，经济增长因各国疫情拐点的不同步和一些国家疫情出现反复，虽然继续走向整体性复苏，但经济复苏放缓。2021

年下半年，外需对经济复苏的推动可能减缓，内需对经济复苏的贡献将增大，但下半年消费较难恢复到疫情前水平。面对国

内外疫情超预期变化风险、国际经济形势恶化风险，公司将积极采取措施，持续关注行业发展态势，调整资产结构，进一步

推动新业务的发展，努力改善业绩表现，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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