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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63                               证券简称：沪电股份                          公告编号：2021-045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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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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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半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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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义 

释义项 释义内容 

公司、本公司、沪电股份 指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包含子公司 

PCB 指 印制电路板 

货币单位 指 本报告如无特别说明货币单位为人民币元 

报告期 指 2021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沪电股份 股票代码 002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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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明贵 钱元君 

办公地址 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东龙路 1 号 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东龙路 1 号 

电话 0512-57356148 0512-57356136 

电子信箱 mike@wuspc.com fin30@wusp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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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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2,232,906 3,533,588,670 0.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80,310,635 583,547,744 -17.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39,740,183 550,788,070 -20.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10,740,589 674,479,931 20.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14 0.3433 -18.0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14 0.3422 -17.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43% 10.92% 减少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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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88,114,378 9,555,973,096 13.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560,564,779 6,282,915,860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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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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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BIGGERING(BVI) HOLDINGS CO., LTD. 境外法人 19.60%     337,999,943     

WUS GROUP HOLDINGS CO., LTD. 境外法人 12.85%     221,555,42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0.22% 176,241,18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78%      65,144,800     

HAPPY UNION INVESTMENT LIMITED 境外法人 1.04%      18,010,23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证 5G 通信主

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8% 11,735,708    

张武 境内自然人 0.32% 5,5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移动互联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6% 4,440,360    

道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道明中国收入成长基

金（交易所） 
境外法人 0.23% 3,994,300    

秦夕中 境内自然人 0.23% 3,979,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前十名股东中 BIGGERING(BVI) HOLDINGS CO.,LTD.、HAPPY UNION 

INVESTMENT LIMITED 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吴礼淦家族。  

2、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

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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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人股东秦夕中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979,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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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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半年度，公司在经营上守住底线，努力稳中求进，对外和客户保持紧密的联系，密切关注客户需求及市场发展变

化；对内投入更多的资源在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透过产品的平衡布局以及深耕多年的中高阶产品与量产技术，强化公司在

核心产品市场的战略优势，并积极管控变动成本，积极应对原材料涨价，以因应市场需求的波动和竞争的加剧。 

面对疫情防控、中美贸易摩擦、5G建设放缓，通讯市场需求疲软、主要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涨及供应紧张、人民币升值

等方面的多重压力和挑战，2021年上半年，公司整体经营业绩难以避免受到不利影响，公司PCB产品实现营业收入约33.98

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约1.43%；公司PCB产品毛利率约为29.54%，比去年同期下降约2.53个百分点；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约4.80亿元，同比下滑约17.69%。 

（1）企业通讯市场板业务 

2021年半年度，公司5G基站应用领域相关产品营业收入同比减少约3.04亿元，同比大幅下降约38.17%，5G基站应用领

域相关产品毛利率同比下降约9.19个百分点。此外，尽管数据中心类型基础设施设备应用领域整体需求稳健，高速网路设备、

数据存储、高速运算服务器、人工智能等新兴市场领域依然持续成长，但由于半导体供应紧缺，其增速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抑

制。受此影响，2021年半年度，公司企业通讯市场板实现营业收入约22.57亿元，同比下降约14.44%；公司企业通讯市场板

毛利率约为31.27%，同比下降约2.21个百分点。 

5G发展是一个“长跑”过程，网络建设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近期，工信部等十部委联合发布了《5G应用“扬帆”行动

计划（2021-2023年）》，推动5G应用从1到N的跨越，随着5G应用生态培育和扩展，5G势必成为网络基础建设最大的推手，

随着越来越多的信息数据被生成并以更高的速度移动到越来越多的地方，企业通讯市场板领域价值增长的驱动力也将逐步由

5G无线侧向网络设备侧迁移，新一代路由器、交换机、服务器等设备将催生对高频高速PCB产品的强劲需求，并对其技术

层次和品质提出更高的要求。在企业通讯市场板领域，公司研发方向也由5G无线侧向高速网络设备以及互联网数据中心迁

移，聚焦于112Gbps光网络传输、核心路由器、800G交换机、下一代服务器、AI训练和推理平台等应用领域的产品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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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公司将尽可能加大在技术和创新方面的投资，以技术、质量和服务为客户提供更高的价值；同时也将进一步整合生

产和管理资源，循序渐进并有针对性的扩充产能，以进一步完善产业布局，强化高端产品竞争优势，提高客户黏着度。 

（2）汽车板业务 

汽车市场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强劲反弹。2021年上半年度，尽管芯片短缺问题影响全球汽车市场，厂商在排产上不可避

免需要调整结构，对市场造成局部影响，但汽车市场整体态势发展良好，特别是新能源车市场销量屡创新高。汽车行业正在

经历电气化、智能化和网联化等多种颠覆性趋势变化，随着越来越多的电子技术应用到汽车系统，汽车电子在整车制造成本

中的占比不断提高，汽车电子已成为衡量现代汽车水平的重要标志，其对汽车板性能和可靠性的要求也不断提高。ADAS(高

级驾驶辅助系统)、动力系统电气化、汽车电子功能架构等领域高端PCB的需求强劲，在未来五年内，汽车PCB市场的表现

预计将超过整体PCB市场。 

受益于此，黄石二厂汽车板专线的产能迅速释放，2021年半年度，公司汽车板业务实现营业收入约8.99亿元，同比大幅

增长约60.81%，其中毫米波雷达、HDI、埋陶瓷，厚铜等新兴产品市场高速成长；在主要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涨的情况下，

由于产品结构的持续优化，公司汽车板业务毛利率依然保持相对稳定，约为24.71%，同比仅微幅下降0.11个百分点。 

汽车板产业渐变之中蕴涵新的商机，公司一方面将适度扩充黄石二厂汽车板专线的产能，以满足客户需求；另一方面也

将在高阶汽车用HDI产品开发及产能扩充，汽车用高频高速材料应用研究，高信赖性产品研发以及生产效率提升等方面投入

更多资源，使公司保持并扩大竞争优势。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吴礼淦 

2021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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