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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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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业达 股票代码 002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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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海娜 韩会敏 

办公地址 
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珠津工业区珠津一横

街 1 号 

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珠津工业区珠津一横

街 1 号 

电话 0754-88738831 0754-88738831 

电子信箱 stock@zyd.cn stock@zyd.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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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33,619,119.50 4,430,953,224.72 33.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0,811,492.60 171,979,772.08 22.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09,605,816.08 170,994,914.73 22.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54,140,987.38 402,305,493.64 -237.7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9 0.32 2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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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9 0.32 21.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09% 4.38% 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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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33,497,987.72 6,257,770,847.13 10.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245,863,354.31 4,035,438,379.98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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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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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开贤 境内自然人 29.11% 158,508,340 118,881,255   

颜素贞 境内自然人 8.81% 48,000,000 0   

吴森岳 境内自然人 5.90% 32,121,000 0   

吴森杰 境内自然人 5.88% 32,000,000 24,000,000   

金鹰基金－广

发银行－金鹰

中植产投定增5

号资产管理计

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17% 22,710,000 0   

裘荣庆 境内自然人 0.92% 4,995,000 0   

金鹰基金－浦

发银行－金鹰

中植产投定增1

号资产管理计

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9% 4,867,800 0   

王总成 境内自然人 0.51% 2,802,700 0   

柯美莉 境内自然人 0.47% 2,543,040 0   

李双喜 境内自然人 0.46% 2,498,4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吴开贤、颜素贞是夫妻，吴森杰、吴森岳是吴开贤、颜素贞夫妇的儿子；金鹰基

金-浦发银行-金鹰中植产投定增 1 号资产管理计划、金鹰基金-广发银行-金鹰中植产投定增

5 号资产管理计划由中植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统一控制；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公司股东李双喜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498,4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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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2021年上半年公司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由于芯片短缺，供应商部分工控类产品供货数量受影响，公司部分工控业务的增长受一定程度影响，在此情

况下公司持续贯彻执行“3+1”的经营战略，以“行业覆盖、产品覆盖、区域覆盖，加人力资源”为战略核心，以“分销网、物流

网、技术服务网，加互联网”作为公司核心竞争力驱动服务升级，以“配电团队、工控团队、中小客户团队，加技术服务团队”

保障三覆盖战略成果落地，推动公司业务的持续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933,619,119.50元，同比增长33.91%；实现利润总额275,957,320.70元，同比增长24.18%；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10,811,492.60元，同比增长22.5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209,605,816.08元，同比增长22.58%。2021年上半年，众业达商城通过多部门联动举行多场线上推广活动，积极推动销

售业务的增长，同时，启动中小客户试点业务，助力中小客户业务的开拓。2021年上半年众业达商城实现销售额约33.99亿

元（含税），同比增长61.7%。 

 （二）2021年上半年公司经营重大事项 

1、2018年2月12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微宏动力系统（湖州）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同意分两步回售海宁众业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海宁众业达”）持有的微宏动力系统（湖州）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微宏动力”）1.1857%的股权。详见2018年2月13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出售微宏动力系统（湖州）有限公司股

权的公告》。 

后续分别于2018年5月29日披露了《关于出售微宏动力系统（湖州）有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2018年11月3日披露了

《关于调整微宏动力系统（湖州）有限公司第二期股权支付事项的公告》，2019年2月12日披露了《关于出售微宏动力系统

（湖州）有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2020年3月3日披露了《关于再次调整微宏动力系统（湖州）有限公司第二期股权支付

事项的公告》，2020年8月12日披露了《关于出售微宏动力系统（湖州）有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2020年9月30日披露了

《关于再次调整微宏动力系统（湖州）有限公司第二期股权支付事项的公告》。 

2021年3月30日，海宁众业达收到Microvast, Inc.（以下简称“Microvast”）关于微宏动力0.1820%股权的股权转让款合计

35,699,973.28元（扣除境外中转的手续费）。前述相应股权已办理完毕工商变更，海宁众业达持有微宏动力股权比例变更为

0.5555%。详见2021年3月31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再次调整微宏动力系统（湖州）有限公司第二期股权支付事项的

进展公告》。 

截止公告日，Microvast及/或微宏动力尚需向海宁众业达支付剩余股权转让价款，其中，剩余投资本金为81,598,565元，

相关利息需根据剩余款项实际支付时间具体计算。 

2、2021年上半年，公司及子公司与同一交易对手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以下合称“施耐德”）签

署多份低压配电、工控产品和中压产品《分销协议》，及相关设备/产品的采购合同，实际采购金额合计为208,816.75万元（不

含税）。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截止2021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募集资金

投资总额 

本年度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进度

（%）(3)＝(2)/(1) 

预装式纯电动客车充

电系统建设项目 
42,528.36 3,277.66 0.00 3,277.66 100.00 

电子商务平台建设项

目 
28,594.07 45,970.00 9,634.64 33,577.93 73.04 

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0 51,874.77 0.00 51,874.7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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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101,122.43 101,122.43 9,634.64 88,730.36 -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吴开贤 

 

                                                                     2021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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