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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870                     证券简称：欧陆通                         公告编号：2021-049 

深圳欧陆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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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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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陆通 股票代码 300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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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韵思 王小丹 

办公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固戍二路星辉科技

园 A 栋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固戍二路星辉科技

园 A 栋 

电话 0755-81453432 0755-81453432 

电子信箱 Ir1@honor-cn.com Ir1@honor-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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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3,011,006.78 827,463,370.51 46.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1,335,553.42 79,473,637.80 -10.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57,895,716.15 76,704,682.65 -2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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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2,724,631.29 79,984,004.40 -21.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0 1.05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0 1.05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0% 15.81%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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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0,887,913.37 2,458,425,731.97 5.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35,680,026.97 1,499,029,712.61 2.4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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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王越王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8.89% 29,234,023 29,234,023   

深圳市格诺利

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8.89% 29,234,023 29,234,023   

西藏同创伟业

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50% 4,554,000 4,554,000   

房莉 境内自然人 3.75% 3,795,000 3,795,000   

杨冀 境内自然人 3.75% 3,795,000 3,795,000   

深圳市通聚信

息技术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59% 3,635,231 3,635,231   

深圳市通汇信

息技术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63% 1,652,723 1,652,723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欧价值智

选回报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42% 1,441,735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宝盈新兴产

业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37% 1,384,025    

英大国际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79% 801,16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王合球、王玉琳、王越天、尚韵思和王越飞，并作为一致行动人。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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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明 王合球和王玉琳通过深圳格诺利控制公司 28.89%的股份，王合球、王玉琳、王越天、尚韵

思和王越飞通过深圳王越王控制公司 28.89%的股份，另王合球为深圳通聚执行事务合伙人

和实际控制人，深圳通聚持有公司 3.59%的股份。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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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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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1年 2月 24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后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共 2,940

名，所持有限售股份总数 1,304,80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9%。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公告编号：2021-008）。 

2、为充分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根据公司实际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拟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的 4,800.39万元的超募资金用于投资深圳欧陆通电源技改项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深圳欧陆通电源技改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29）。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结

合自身实际经营情况，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 8,500.00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占超募资金总额的

28.8%。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1）。 

4、公司与其他 3家企业组成联合体共同参与宝安区航城街道 A115-0236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

挂牌出让竞买并在该地块上共同合作建设开发。公司预计参与该项目的土地出让金及未来建设的总金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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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人民币 30,000.00万元（以上为预估金额，具体金额以实际发生金额为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拟参与联合竞买及合作建设宝安区航城街道 A115-0236

地块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2）。 

5、根据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和电源适配器行业发展现状，为更好支撑公司业务发展需求，完善产能和

产品结构布局，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经公司研究决定，拟变更原“赣州电源适配

器扩产项目”部分募集资金投入新增募投项目“东莞欧陆通信息设备制造中心项目”，拟变更投向的募集

资金金额为 25,000.00万元，占总募集资金净额的 29.44%，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为东莞欧陆通电子有限

公司，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6）。 

6、为适应公司战略与发展的需要，满足研发需求，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向深圳市南方航空经济发展有

限公司购买位于深圳市宝安区航城街道航城大道 175号主体商业及裙楼，实测建筑面积为 23,321.87平方

米，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 5亿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

于购买房产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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