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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45                                证券简称：木林森                            公告编号：2021-052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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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林森 股票代码 002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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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燕松 甄志辉 

办公地址 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木林森大道 1 号 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木林森大道 1 号 

电话 0760-89828888 转 6666 0760-89828888 转 6666 

电子信箱 ir@zsmls.com ir@zsml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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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27,309,522.11 7,127,318,865.49 28.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46,006,112.47 230,068,438.81 180.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76,108,764.79 -68,417,599.15 942.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57,488,611.23 549,161,180.78 147.1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40 0.180 144.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40 0.180 1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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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07% 2.22%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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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73,574,667.03 30,775,237,621.62 -0.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924,935,369.10 12,466,669,424.37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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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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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清焕 境内自然人 45.99% 682,534,600 511,900,950 质押 154,650,000 

义乌和谐明芯

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18% 91,688,454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37% 35,203,767 0   

中山市小榄镇

城建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3% 28,610,600 0 质押 12,480,600 

马黎清 境内自然人 1.12% 16,580,400 0   

景斌 境内自然人 1.00% 14,878,446 0   

信泰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产品 

其他 0.88% 13,008,342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欧时代先

锋股票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59% 8,690,643 0   

广发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国

泰聚信价值优

势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50% 7,350,000 0   

魁北克储蓄投

资集团 
境外法人 0.33% 4,841,837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未知以上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以上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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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知其他是否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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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2019 年第一

期木林森股

份有限公司

绿色公司债

券 

19 木森 G1 111082 2019 年 06 月 03 日  2024 年 06 月 03 日  20,000 7.0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57.37% 59.31%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8.79 4.2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58,394.3 -6,761.73 

三、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公司经营情况 

1．公司的财务状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912,730.95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28.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4,600.61万元，

同比上升180.7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7,610.88万元，同比上升942.05%。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资产1,292,493.54万元，同比增长26.12%。业绩驱动因素主要为：  

（1）行业景气度高企，LED产品量价齐升。 

受疫情持续影响，人们居家时间大幅增长，全球“居家经济”推动 LED 灯具的市场需求大幅提升，LED 行业维持高景气

度。报告期内，公司照明与显示屏订单饱满，公司生产线基本维持满产状态，产能利用率显著提升。在顺周期内，随着 LED

行业高景气度持续，公司产品的市场需求持续维持高热度，公司产能利用率有望持续保持高位。LED产品终端需求旺盛，导

致LED产品供应链价格持续上涨，特别是上游原材料和元器件大幅上涨，公司成本优势和规模化优势更加突显，一方面，公

司在中游封装领域支架、PCB板等材料均实现自主生产，让公司成本可控；另一方面，公司生产设备自动化程度高，量产规

模大，全产业链的布局减少了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公司生产成本的影响，公司LED产品的盈利能力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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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产技术持续改进，产品迭代升级。 

公司坚持推进技术创新，促进生产工艺升级迭代。通过小间距产品工艺改进，大幅降低生产成本。在产品方案上追求极

致的性能，优化设计提升产品的生产工艺，大幅提升了公司产品在市场同类产品中的竞争优势，广受客户好评。通过推进自

动化生产设备升级，提升制程能力，令生产效率大幅提升，进一步增强了公司的制造成本优势。 

（3）朗德万斯业务结构调整获得回报，费用率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持续提升。 

通过“重渠道、轻资产”策略，一方面加强海外品牌建设和渠道维护，另一方面将海外高成本低效率的采购和制造环节全

面转移至国内，精简人员降低成本。同时将公司已有的LED 照明封装产品逐步导入至朗德万斯的供应链，与朗德万斯的光

源业务实现产业链的布局协同，使朗德万斯产品的性价比优势更加凸显。报告期内，朗德万斯各项成本大幅下降，盈利能力

大幅提升。 

（二） 公司未来高端产业布局情况 

（1）Mini LED的布局 

为了解决目前MiniLED COB规模化生产良率和显示效果的问题，木林森将研发的方向放在了全新的MiniLED COB封装

材料、工艺以及设备上，公司已开发成功了全新的Mini LED RGB显示模组制造技术，其中包括Mini LED的电极技术、各向

异性导电焊胶技术、热压回流工艺技术及相关的配套设备，并积累了多项与之匹配的发明技术。 

（2）植物照明的布局 

LED照明作为植物照明灯具光源相比传统光源具有光电转换效率高、光谱易于调控组合、体积小寿命长、耗能低等多种

优势，随着成本下降逐步成为植物照明主流光源。不同植物生长发育对光谱中各波长的光需求不同，在不同生长阶段对光环

境的需求也不同，针对不同植物的生长环境和生长周期，需要建立对应适用的“光配方”。公司积极与产业链上相关利益方建

立紧密合作，通过LED 照明（半导体）技术、智能控制技术以及生物学等多学科交叉协同，开发出满足植物生长优质高产

等特性的 LED 植物工厂解决方案。 

（3）空气净化器的布局 

2020年9月公司控股木林森（广东）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研发与制造空气净化系列产品，推出一系列的空气净化杀

菌产品。2021年5月，在原有的布局上，公司与广东省钟南山医学基金会、绿色时代（广东）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及

粤卫协（广东）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共同设立控股子公司空净视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将通过对公共空间的实时动态感知、数

据收集和智能分析，实现整体公共空间的风险评估和预警。与此同时，针对医院、酒店、学校等公共空间，公司推出五大公

共空间空气质量安全核心解决方案：公共空间态势感知系统、健康安全新风系列、康氧防控系列、公共空间健康空气消杀系

列、UVC深紫外物表消杀系列，在后疫情时代，为人们室内健康生活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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