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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26                             证券简称：胜利精密                             公告编号：2021-066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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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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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利精密 股票代码 00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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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晔 李蕴桓 

办公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浒关工业园浒泾路 55

号 

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浒关工业园浒泾路 55

号 

电话 0512-69207200 0512-69207028 

电子信箱 Ye.Cheng@vicsz.com Rachel.Li@vics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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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482,733,643.44 4,276,073,010.24 -41.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4,966,010.32 567,771,337.60 -93.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4,271,285.57 87,882,146.41 -150.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6,055,285.73 459,066,928.49 -120.9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03 0.1650 -9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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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03 0.1650 -93.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7% 12.75% -1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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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35,108,461.01 11,188,346,403.06 -7.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510,880,455.25 4,558,009,790.00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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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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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玉根 境内自然人 12.38% 426,055,941 384,200,496 
质押 329,951,542 

冻结 350,412,299 

百年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保险产

品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93% 204,214,013 0   

东吴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证

券行业支持民

企发展系列之

东吴证券 1 号

私募股权投资

基金（契约型） 

其他 4.84% 166,500,000 0   

宁夏文佳顺景

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96% 136,363,636 0 质押 136,363,636 

陈延良 境内自然人 2.22% 76,452,673 0   

苏州富乐成股

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69% 58,333,333 0 

质押 58,333,333 

冻结 45,000,000 

百年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保险产

品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63% 55,996,275 0   

徐家进 境内自然人 1.36% 46,893,450 0   

陆小萍 境内自然人 1.22% 42,000,000 0   

徐婧 境内自然人 1.07% 36,834,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高玉根先生持有苏州富乐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30%股份，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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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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2021年上半年，国家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得到了持续拓展和巩固，经济持续稳定恢复，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532,167

亿元，同比增长12.7%，两年平均增长5.3%，经济发展呈现稳中加固、稳中向好的态势。 

Gartner数据显示，2021上半年全球PC出货量达到1.41亿台，同比增长16.5%，PC市场维持高速增长态势，行业持续复苏；

中国信通院数据显示，2021年上半年国内手机市场整体出货量保持快速增长，出货量1.74亿部，同比增长13.7%，其中5G手

机1.28亿部，同比增长100.9%。除3C消费电子传统领域（如电脑、手机）市场的稳增长外，随着技术创新的进一步应用，消

费需求升级将推动新兴的智能穿戴市场进一步快速增长，根据IDC的数据显示，2021第一季度可穿戴设备共出货1.05亿部，

比去年同期的7780万部增长了34.4%，这也是第一季度全球可穿戴设备出货量首次突破1亿台，未来市场规模增长空间巨大。

综上，公司所处的3C消费电子行业景气度将进一步提升。 

根据HIS Markit预测，2021年全球轻型车产量将达到8,430万辆，较2020年增长14%；销量将达到8,340万辆，较2020年增

长9%；根据中汽协会最新修订的2021年中国汽车市场预测，中国汽车市场2021年将实现恢复性正增长，全年汽车销量有望

达到2700万辆，同比增长6.7%，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有望达到240万辆，同比增长76%。伴随着传统汽车和新能源汽车对车

载屏幕尺寸以及功能集成性的需求在普遍提升，大尺寸车载中控屏的市场及行业规模将持续扩大。 

（二）主要业务领域和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聚焦自身核心业务，调整非战略性业务，不断优化业务结构，核心主业包括移动终端产品业务和智

能制造业务。 

1、移动终端产品业务 

公司现有主要产品包括精密金属结构件及结构模组、塑胶结构件及结构模组、AR减反射镀膜产品等，广泛应用于笔记

本电脑、智能手机、智能手表手环等智能穿戴设备、电视及车载中控屏等。随着5G手机、智能手表等消费电子产品以及汽

车大尺寸车载中控屏的市场需求不断增长，产品市场潜力依然很大，报告期内，公司在可穿戴设备和车载中控屏等方面开拓

了新客户、新业务，未来公司将继续以市场为导向，调整业务产品结构，继续加大在这两个方面的产品运用，进一步巩固和

扩大产品市场份额，实现业务持续稳定发展。 

2、智能制造业务 

智能制造业务指为客户提供定制化的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包括定制化非标产品的生产研发和完整工艺流程的配套服

务，例如高精密的检测组装设备，自动化产线的改造与升级等软硬件产品与服务。 

为调整和增强在智能制造板块的业务布局、优化资源配置，公司与云南恩捷及其关联方签署框架协议，双方拟共同出资

设立合资公司，公司将持有合资公司35%股权，双方计划通过合资公司收购富强科技100%股权和JOT100%股权，合资公司

将围绕3C消费电子和新能源等领域，为客户提供定制化的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并拓展在锂电池隔膜生产设备制造及技

术改造升级方面的业务。 

（三）经营业绩情况以及重点经营管理工作概述 

2021上半年，在管理层及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平稳向好，公司在本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总收入

24.82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496.60万元,总负债降低至58.33亿元，较上年度末降低10.91%。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以下重要事项：1、为进一步发挥协同效应，实践和发展公司在消费电子领域的核心战略，公司

于2021年3月完成了中晟精密60%股权的收购，中晟精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将进一步助力其经营发展和业务拓展；2、盖

板玻璃中3D相关研发生产项目的部分资产处置，公司已与安徽鼎恩、精卓科技和精卓技术签署了《投资合作协议》，以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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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出售、租赁和资产对价入股为主要合作方式，目前双方正在积极推进落实资产交割及增资入伙有关事项；3、为进一步聚

焦主营业务，调整和增强在智能制造板块的业务布局、优化资源配置，公司与云南恩捷及其关联方签署了框架协议，双方拟

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计划通过合资公司收购富强科技100%股权和JOT100%股权，合资公司未来将围绕3C消费电子和新

能源等领域，为客户提供定制化的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并拓展在锂电池隔膜生产设备制造及技术改造升级方面的业务，

目前双方正在积极推进尽职调查和正式协议的商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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