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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01                证券简称：厦门信达                公告编号：2021-71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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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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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信达 股票代码 00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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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弘 李鹏飞 

办公地址 
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 4688号国贸中

心 A 栋 11楼 

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 4688 号国贸中

心 A栋 11 楼 

电话 0592-5608117 0592-5608117 

电子信箱 chenhong@xindeco.com.cn lipf@xindec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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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 √ 否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9,133,597,073.08 32,030,184,467.29 53.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046,256.64 6,657,471.41 35.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86,940,578.38 -134,852,437.43 164.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125,986,599.29 -987,245,579.62 -317.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01 -0.1475 18.5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69 -0.1475 20.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08% -33.38% 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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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88,084,443.88 17,922,930,996.38 32.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569,768,802.35 2,149,927,606.31 19.53% 

注：1、上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包含报告期归属于永续债持有人的利息 62,688,166.64元，

扣除永续债利息后，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53,641,910.00元，计算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指标时均扣除了永续债及利息的影响。2、计算稀释每股收益时考虑了限制性股票

的稀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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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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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国贸控

股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44.99% 242,506,928 120,345,320   

阿拉丁汽车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1% 6,000,000 6,000,000   

俞雄伟 境内自然人 1.09% 5,890,946 776,200   

沈永富 境内自然人 0.91% 4,900,000 0   

张志团 境内自然人 0.77% 4,131,454 1,692,054   

洪跃彬 境内自然人 0.76% 4,090,959 1,119,400   

张彬 境内自然人 0.74% 3,968,700 -63,200   

张雅芳 境内自然人 0.71% 3,819,816 1,280,016   

刘国兴 境内自然人 0.65% 3,484,000 482,500   

张阿萍 境内自然人 0.50% 2,716,800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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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代表国家持有股份，与其他 9名股东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

第 2-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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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十大股东中，公司股东俞雄伟通过信用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890,946 股。

公司股东张彬通过信用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968,700股。公司股东刘国兴通

过信用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975,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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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世界经济复苏步伐缓慢，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突显。

中国经济在政府精准施策及有效统筹疫情防控的背景下，实现强劲复苏。 

面对国内稳中向好的经济发展态势，公司紧抓市场机遇，持续聚焦主业，坚持以精细化管理为抓手，

努力提升三大板块经营质量。报告期内，公司完成1.2亿股股票的非公开发行，成功募集资金5.8亿元以补

充公司资本实力，降低财务风险，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91.34亿元，利润总额8,684.94万元。公司再次入选2021年度《财富》

中国500强上市公司（第146位）及贸易行业子榜单第4名。 

1、汽车经销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紧抓国内汽车市场平稳增长的机遇，内优管理、外拓业务，稳步提升经营效益。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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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持续优化汽车经销品牌结构，加大高端品牌及新能源汽车的布局力度，成功取得红旗、林肯、极狐等

5家门店品牌授权。公司推动二手车交易市场建设，积极开展平行进口车业务，生态链业务布局持续展开。

此外，为顺应后疫情时代客户消费习惯，公司进一步强化数字营销工作，充分运用网络直播、线上车展、

二手车竞拍等多种手段创新营销模式，满足客户需求。对内公司持续提升精细化运营能力，加强统采管理、

规范环保生产、促进降本增效，并通过内部轮岗、人才引进等举措，打造优质团队，助力业务发展。 

报告期内，汽车集团实现新车销售约1.9万台次，被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评选为“中国汽车流通行业经

销商集团百强排行榜”第50位。此外，还获得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守合同重信用企业”荣誉称

号。 

2、供应链业务 

报告期内，世界经济复苏态势明显，全球供应链逐步恢复运转。但是与此同时，快速上涨的原材料价

格和高企的物流成本也给供应链业务带来新的压力。面对挑战，公司一方面积极开拓中西部及西南市场，

丰富经营品类，开发重点客户，另一方面创新业务模式，通过建设洗煤加工基地、自建钢材自管仓库并引

入加工及配送服务等举措延伸产业链条，拓宽盈利渠道，逐步在业务区域、产品结构、资源渠道等方面形

成有自身特色的差异化经营策略，实现供应链业务的提质增效。此外，公司持续推进混改，引入优质团队，

不断优化管理机制以激发业务经营活力。 

公司已连续五年蝉联上海钢联与中诚信评选的“黑金杯”全球铁矿石供应商二十强，并获得中国五矿

与上海钢联联合评选的“2019-2020山东港口铁矿石优质供应商”，“2020-2021年福建省优质板材供应

商”、“2020-2021年福建省优质钢材供应商”等多个荣誉。 

3、信息科技板块 

报告期内，信息科技集团围绕公司战略规划，优化组织架构、加强研产联动、拓展优质业务，取得一

定成效。 

（1）物联网业务 

公司的物联网业务板块致力于深耕电子标签业务与智慧城市业务，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1.96亿元，

同比增长52%，新增各类专利技术4项。信达物联荣获厦门市科学技术局评选的2020年度第一批厦门市未来

产业骨干企业、厦门市人民政府颁发的第八届厦门市专利奖二等奖及厦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评选的科技创新企业。 

电子标签业务方面：公司在稳固行业第一梯队地位的同时，培育和拓展增量客户，提升优质客户占比，

报告期内中标多个知名企业的RFID标签项目。公司坚持创新与研发，参与的厦门市重大科技专项（电子标

签自研芯片项目）已进入产品测试阶段，并与福州大学等高等院校开展校企合作研发项目，不断积累技术

实力。 

智慧城市业务方面：公司积极扩展智慧市政、智慧交通、智慧园区等多领域业务，陆续中标各地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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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系统建设项目，并完成“信达全球导览服务运营平台”、“考务一体化”等项目的设计开发与上线运营。 

（2）光电业务 

公司聚焦光电板块资源配置工作，明确高端产品优先、重点客户优先、利润优先、降本优先的原则，

持续挖掘降本增效空间。报告期内，公司通过与多个高端客户深化合作，在小间距等高附加值产品的研发

和定制方面实现突破，扩大品牌影响力。此外，公司顺利推进福建、广西、浙江等多地交通工程照明项目

的落地或交付。 

公司重视光电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报告期内新增发明专利2项，实用新型专利4项；荣获厦门市思明

区人民政府颁发的2020年度纳税大户，以及厦门工业博览会组委会评选的2021年厦门工业博览会优秀组织

奖。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曾挺毅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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