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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824                               证券简称：北鼎股份                      公告编号：2021-043 

深圳市北鼎晶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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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无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本报告提出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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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鼎股份 股票代码 30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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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文娇 李冠楠、车舟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福光社区留仙大道

3333 号塘朗城广场(西区)A 座、B 座、C

座 A 座 3801 

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福光社区留仙大道

3333 号塘朗城广场(西区)A 座、B 座、C

座 A 座 3801 

电话 0755-26559930 0755-26559930 

电子信箱 buydeem@crastal.com buydeem@crast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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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296,042.50 279,937,833.66 26.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0,106,695.97 44,873,516.03 11.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44,948,289.04 41,375,660.06 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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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6,296,835.31 42,077,212.08 -37.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05 0.2752 -16.2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05 0.2752 -16.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50% 13.03% 下降 5.53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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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2,392,812.93 810,442,623.93 13.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56,484,143.62 660,727,447.65 -0.64% 

 

2021 年上半年，大宗原材料价格持续走高，芯片供给紧张，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显著波动。在全球疫情持续蔓延的背景

下，国际海运供需紧张局面持续，运价大幅上涨。 

面对严峻的经营环境及国内外的持续需求，公司积极应对。第一，公司提前储备战略性物资及原材料，增加备货库存，

以确保在紧张及不确定的供应链条件下货源充足；第二，公司加大前瞻性投入，积极购置未来需要的生产设备及信息系统，

提高生产效率，扩大产能，对冲成本上涨；第三，公司持续推进人才吸引与培育、品牌推广、自营门店拓展、数字化建设等

工作，夯实未来自主品牌业务发展基础。此外，受物流费用计量口径调整及海外业务相对占比上升影响，公司综合毛利率表

现存在结构性变化。同时我们预期随着运费回归，规模稳定，运营优化及价格体系的完善，海外自主品牌盈利能力存在持续

改善空间。公司与代工客户已顺利完成多轮调价工作，调价效果在持续体现但存在一定滞后性。 

在去年同期基数高企的前提下，本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利润高质量双增长，基本符合公司预期。 

注：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降低 37.50%，主要系 a）为应对大宗原材料上涨及芯片供给紧张，公司提前储备

战略性物资及原材料；b）为应对国际运力紧张，运价上涨及海外需求增长，公司提前加大海外产品备货工作；c）为进一步

夯实自主品牌业务可持续发展基础，公司在人才吸引与培育、品牌推广、自营门店拓展、仓储租赁等方面加大投入所致。 

2、基本/稀释每股收益同比降低 16.2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同比降低 5.53 个百分点，主要因去年同期期末公司公

开发行新股所致。 

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较上年度末减少 0.64%，主要因报告期内公司实施 2020 年度权益分派所致。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7,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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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晶辉电器集团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8.06% 61,000,000 61,000,000   

张北 境内自然人 24.51% 53,286,054 52,836,000   

张席中夏 境内自然人 7.42% 16,124,000 0   

方镇 境内自然人 3.76% 8,179,000 6,134,250 质押 4,500,000 

席冰 境内自然人 3.49% 7,580,000 0   

广东广垦太证

现代农业股权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67% 3,62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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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 

彭治霖 境外自然人 1.38% 3,000,000 0   

交通银行－华

夏蓝筹核心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LOF) 

其他 1.18% 2,574,756 0   

牛文娇 境内自然人 0.76% 1,650,000 1,237,500 质押 1,240,000 

徐声林 境内自然人 0.61% 1,326,500 0 质押 6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公司股东晶辉电器集团由 GEORGE MOHAN ZHANG 100%持股，公司股东张北与

GEORGE MOHAN ZHANG 为父子关系，两人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2、公司股东席冰与张席中夏为母子关系。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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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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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重要事项 

在去年同期基数高企的前提下，公司实现营收、利润高质量双增长，基本符合公司预期。报告期内，公司整体实现营业

收入 35,429.60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6.5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10.67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1.66%。 

 

公司整体营业收入 

项目 

本报告期 去年同期 

同比变动 

金额（万元） 占比（%） 金额（万元） 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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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报告期 去年同期 

同比变动 

金额（万元） 占比（%） 金额（万元） 占比（%） 

北鼎 BUYDEEM 26,549.55 74.94% 21,382.09 76.38% 24.17% 

北鼎中国 24,177.61 68.24% 20,747.27 74.11% 16.53% 

北鼎海外 2,371.94 6.69% 634.82 2.27% 273.64% 

OEM/ODM 8,880.05 25.06% 6,611.69 23.62% 34.31% 

合计 35,429.60 100.00% 27,993.78 100.00% 26.56% 

注：上述数值保留两位小数，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在尾数上略有差异，并非计算错误。 

“北鼎 BUYDEEM”自主品牌业务及 OEM/ODM 业务实现双增长。“北鼎 BUYDEEM” 自主品牌业务方面，公司加速

推出更多新品，迭代升级已有产品，积极探索新兴渠道及营销方式，加大海外市场拓展力度。报告期内，“北鼎 BUYDEEM”

自主品牌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26,549.5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4.17%。其中，北鼎中国实现营业收入 24,177.61 万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 16.53%；北鼎海外实现营业收入 2,371.9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73.64%。代工业务方面，受海外疫情影响需

求增长。报告期内，OEM/ODM 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8,880.0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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