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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29                           证券简称：海伦钢琴                           公告编号：2021-030 

海伦钢琴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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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伦钢琴 股票代码 30032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海伦钢琴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石定靖 李晶 

办公地址 宁波市北仑区龙潭山路 36 号 宁波市北仑区龙潭山路 36 号 

电话 0574-86813822 0574-86813822 

电子信箱 phil@hailunpiano.com lijing@hailunpia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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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245,606.86 178,829,631.63 40.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4,742,445.06 8,428,360.65 193.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24,391,111.74 6,600,010.74 269.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5,690,952.48 -53,520,510.50 14.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78 0.0334 19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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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78 0.0334 192.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5% 0.87%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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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9,479,608.80 1,289,732,534.93 10.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17,806,319.79 996,751,959.65 2.1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2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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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北仑海

伦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7.34% 69,316,800 0   

四季香港投

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6.93% 42,931,400 0   

黄万鹏 境内自然人 1.22% 3,100,000 0   

郭丽红 境内自然人 0.60% 1,522,200 0   

刘勇 境内自然人 0.48% 1,210,500 0   

俞道庆 境内自然人 0.42% 1,061,123 0   

李鹏飞 境内自然人 0.41% 1,050,000 0   

陈国良 境内自然人 0.39% 1,001,000 0   

陈淑新 境内自然人 0.38% 958,749 0   

狄萍 境内自然人 0.32% 817,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宁波北仑海伦投资有限公司与四季香港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其他股东未知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公司股东黄万鹏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00,000 股外，还通过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9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3,100,000 股；公司股

东刘勇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 1,210,5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210,500 股；公司股东陈淑新除通过普通

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958,749 股，实际合计持有 958,749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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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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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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业务及经营、财务状况 

公司主要从事钢琴的研发、制造、销售与服务，同时开展智能钢琴的研究与开发，拓展艺术教育培训产业等。从公司创

立至今，公司完成了四大转变：一是产品结构方面，完成了从钢琴零配件到钢琴核心部件、整琴制造、精品钢琴的转变，目

前正在研制智能钢琴；二是品牌建设方面，完成了从OEM贴牌生产到打造HAILUN自主品牌；三是销售渠道方面，完成了从配

套生产向组建完善的国内、外销售网络的转变；四是业务领域方面，逐步拓展公司从传统钢琴制造业向艺术教育的转型升级。 

报告期内，在经营状况方面。公司的主要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经营情况处于稳步发展态势。随着，国内新型冠状病毒

疫情基本得到控制，销售市场得以恢复，公司钢琴销量大幅增长，营业收入为25,124.5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0.49%；同

时，国内艺术培训行业恢复正常，公司投资参股的培训机构利润增长，收到投资收益1,067.2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543.71

万元，同比增长103.85%。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的净利润为2,474.24万元，同比增长193.56%。 

报告期内，在财务状况方面，总体仍然处于平稳状态。在资产类方面，在建工程较上年末增加70.72%，预付账款较上年

末增加22.74%，股权投资类科目较上年末增加9.27%。由于公司仍处于不断发展壮大时期，报告期内，宁波象山生产扩建项

目的不断投入，对外投资项目投入，用于投资类的项目资金约1亿元。随着疫情的控制，公司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经营，同比

经营性流入增加47.95%，经营性净额同比增加14.63%。在负债类方面，短期借款较上年末比增加216.85%，资产负债率为

28.06%。在报告期内，公司因募投资金基本用完，投资类项目的投入基本由自由资金投入；以及为了保证上游材料供应材料

的质量和降低铜铁以及木材市场价格上调风险，采购预付款的增加；所以短期内公司流动资金需求量增加，导致公司信用类

短期借款增加。 

综上所述，公司主要业务随着疫情的控制，业务量明显增长，已步入正常上升状态。公司总体财务状况，公司发展扩大

的需要，短期负债确有上升，但是这只是短期经营需求，总体依然处于稳步发展状态。 

2、主要产品 

目前，公司拥有传统钢琴、数码钢琴、智能钢琴、吉他以及电爵士鼓等产品。公司大力拓展旗下“海伦”与“文德隆”

两大品牌市场，提高产品附加值。同时，公司积极与国外钢琴知名品牌合作，生产合作制造ODM品牌钢琴，不仅让中国制造

走向世界，而且引进国外先进的钢琴生产设计的新工艺、新技术，有益于自身研发团队的自主创新能力。 

在传统钢琴产品方面，公司研发团队积极致力于产品性能改进和新技术的应用，每年会对产品进行升级换代，以及新产

品的开发，来适应市场需求的多元化，提升海伦品牌钢琴的市场竞争力。报告期内，公司主力研发6款新型钢琴产品，研发

投入1,074.29万元，占营业收入的4.28%，同比上年研发投入增加13.69%。 

在智能钢琴产品方面，随着AI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公司研发团队不断加大投入智能化钢琴产品的研发，继续改善相

关APP软件，并与中央音乐学院合作推进师资培训，优化教学教材，完善智能钢琴教室生产销售体系。 

3、经营模式  

（1）生产模式 

公司采取的是“以销定产”和“安全库存”相结合的生产模式。“以销定产”即根据市场订单安全生产；“安全库存”是 

基于公司钢琴生产周期较长，为了缩短产品的交货周期，提高市场反应能力，增强市场竞争力，公司建立了安全库存制度。 

（2）销售模式 

公司销售包括国内销售和国外销售。公司对国内经销商实行分区域管理制度，按照华东区、华南区、华中区、华北区、 

东北区、西南区和西北区等区域分设区域经理，分别负责各区域内经销商的日常管理工作，公司会为经销商提供全面的信息 

和技术支持，并在年终对经销商进行考评。公司外销区域主要包括欧洲、美洲和亚太地区。公司制定了比较可行的销售政策， 

对定价原则、信用标准和条件、收款方式以及涉及销售业务的机构和人员的职责权限等相关内容作了明确规定。 

在销售渠道方面，公司在线下网点销售的基础上，继续积极推进线上电商平台同步运作，通过直播、旗舰店等方式加强

线上运营，全面拓展销售渠道。本报告期，公司实现钢琴销售17,220台，同比增加 6456台，同比约增长60%。 

在品牌宣传方面，公司为了全方位提升品牌形象，提高大众对公司品牌的认知度，广泛开展品牌推广活动。报告期内，

公司积极参与各地春晚演出与音乐活动，各地区大师班巡演活动，承办一年一度的国际音才奖钢琴比赛。公司举办这些钢琴

活动，不仅推动了海伦的品牌影响力，而且有助于在全国范围内推动音乐素质教育，提高国民的音乐素养。 

（3）扩能模式 

公司在营口设立全资子公司建立生产基地，主要为更好地服务于北方市场；公司参股南雄市海伦罗曼钢琴有限公司，合

理化利用当地资源，主要为公司提供外壳配套，同时生产部分型号钢琴及开发水晶钢琴系列，以缓解公司产品释放的配套压 

力，进一步丰富公司产品结构；在象山设立全资子公司主要用于扩建钢琴及钢琴配件生产基地，全面保障产量的提升，厂区

于2021年6月开始逐步投入生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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