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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欧陆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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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未变更。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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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01,594,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30 元

（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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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755-81453115 0755-81453115 

电话 0755-81453432 0755-81453432 

电子信箱 Ir1@honor-cn.com Ir1@honor-cn.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 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专注于开关电源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二) 公司的主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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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要产品包括电源适配器、服务器电源、通讯电源和动力电池充电器等。产品可广泛应用于办公电子、网络通信、

安防监控、智能家居、新型消费电子设备、数据中心的边缘计算服务器及人工智能服务器、动力电池设备、新能源等众多领

域。 

 

（二）2021 全年经营情况 

 

1、 2021经营综述 

2021年全球新冠疫情持续蔓延，国内外均出现多点多发情况，疫情持续影响全球经济。大宗商品价格上行，全球芯片短

缺是电子制造业2021年主旋律。在上游晶圆产能持续紧缺、代工价格进一步上升、下游需求处于高位、供应链因疫情受阻的

情况下，以芯片为主的半导体交货周期不断延长、价格持续上涨，对下游企业带来众多经营压力。 

2021年，公司积极应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在原材料供应紧缺和涨价、疫情对产业链产生直接干扰、人力成本上涨、

汇率压力增加等挑战中，始终坚持以研发创新作为公司长期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坚定加速开拓市场，深耕电源技术以提升整

体竞争力，保持优质的产品和高水平服务，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 

2021年公司： 

（1）收入方面，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5.72亿元，同比增长23.45%；主营业务收入25.64亿元，同比增长23.50%。其中第

四季度营业收入7.23亿元，创单季度历史新高。三大业务客户订单量持续上升、公司综合竞争力提升等带来的营收规模增长。

2021全年境内销售10.16亿元，占比39.49%；境外销售15.56亿元，占比60.51%。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同比下跌6.48%，影响公

司境外销售收入表现； 

（2）毛利方面，2021全年毛利额达4.02亿元，同比下降10.71%。毛利率15.61%，同比下跌5.98个百分点；主要是因为

原材料涨价压力、汇率波动、折旧摊销等成本增加所致。2021年下半年原材料价格依然处于高位，成本继续攀升。公司在2021

年前三季度已就原材料涨价向下游客户完成调价，但由于客户及项目数量多，调价将在不同时间点呈现、存在滞后性，未能

完全覆盖成本上涨；叠加美元走低，公司境外销售毛利率影响较大； 

（3）费用率方面，公司2021全年费用率11.01%，同比上升0.83个百分点，主要是因为配合长期发展战略，研发费用投

入增大，其中研发费用达1.32亿元，研发费用率5.12%，同比上升1.81个百分点。财务费用同比下降67.18%，主要是因为人

民币升值幅度较上年有所下降，导致产生的汇兑损失减少。销售、管理费用率基本持平，剔除研发费用后，三大费用率达5.89%，

同比下降0.98个百分点； 

（4）2021全年EBITDA为2.18亿元，同比下降15.29%，主要因为公司产能扩充所做准备，新增厂房及产线建设等，以及

总部升级战略购买的房产等各项战略投入，导致折旧和摊销等费用上升； 

（5）净利润方面，在上游原材料压力、汇率波动和战略投入背景下，2021全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1.11亿元，

同比下降42.72%； 

（6）每股基本盈利1.10元，同比下降52.27%；按照上市后总股本计算，同比下降42.72%。 

 

2、 经营进展 

公司报告期内主营业务分为三大板块：电源适配器、服务器电源及其他电源。 

①电源适配器：横向拓展，纵向深耕，品牌效应逐步显现 

公司电源适配器业务发展多年，现已成为公司最成熟且稳定增长的基本业务，2021年： 

电源适配器业务继续保持稳定增长，实现营业收入18.05亿元，同比增长15.47%；外销占比超过60%。 

毛利额达2.58亿元，同比下降21.84%。毛利率达14.32%，同比下滑6.83个百分点，主要是因为原材料涨价压力、汇率波

动、战略性投入导致折旧摊销等成本增加等因素。目前，公司电源适配器产品基本已实现材料国产化，公司持续通过改进电

路方案设计等积极进行设计升级、成本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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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服务器电源：持续提升技术水平，乘风而上，加速拓展客户 

报告期内服务器电源产品结构不断优化，中高端产品出货占比提升带动毛利率提升： 

2021年服务器电源分部业务营业收入达2.88亿元，同比增长121.60%，；2021年延续2020年增长态势，公司的服务器电源

产品在市场的竞争力持续提升； 

毛利额达 5,082.85 万元，同比增长 127.02%；毛利率 17.63%，同比上升 0.42 个百分点。主要是得益于公司坚持提升技

术水平，提高产品附加值，2021 下半年产品结构持续改善，收入规模继续大幅提升。 

 ③其他电源：技术领先国内同行，乘风而上、加速拓展客户 

公司除电源适配器和服务器电源外，不断开拓新业务领域，产品应用领域包括大瓦数动力电池设备充电器、家电充电器

及手机快充、纯电交通工具充电器、化成分容设备等。 

2021年： 

公司其他电源业务实现营业收入达 4.71 亿元，同比增长 22.97%；其中，电动工具充电器已逐步成长为其他电源业务板

块的增长驱动力；下半年公司积极拓展家电充电器客户，出货量逐渐提升； 

毛利额达 8,716.91 万元，同比下降 6.00%；毛利率 18.49%，同比下滑 5.70 个百分点，主要是受汇率波动、境外疫情影

响，原材料价格上升带来的成本压力。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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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3,674,255,685.07 2,458,425,731.97 49.46% 1,016,843,495.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73,898,616.46 1,499,029,712.61 4.99% 462,448,466.92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2,571,948,034.70 2,083,473,150.73 23.45% 1,312,580,032.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1,089,551.62 193,954,383.54 -42.72% 112,451,390.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2,350,728.00 179,478,660.65 -54.12% 106,732,518.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1,952,333.15 195,685,848.89 -17.24% 91,520,937.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0 2.30 -52.17% 1.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10 2.30 -52.17% 1.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25% 23.02% -15.77% 27.7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11,494,485.22 701,516,521.56 636,033,270.11 722,903,757.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026,415.70 37,309,137.72 33,225,159.64 6,528,838.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516,689.99 26,379,026.16 23,991,400.59 463,611.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610,156.19 36,114,475.10 3,183,519.54 96,044,18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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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5,81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8,928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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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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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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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3,383,035 0   

西藏同创伟业

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33% 3,374,100 0   

杨冀 境内自然人 2.48% 2,513,896 0   

房莉 境内自然人 1.75% 1,771,04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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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1,615,125 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创业板

两年定期开放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11% 1,127,924 0   

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

欧新兴价值一

年持有期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

其他 0.99% 1,005,501 0   



深圳欧陆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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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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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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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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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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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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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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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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21年8月24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共计 13,796,723.00股，占公司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54.53%，

占公司总股本的 13.63%。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

市流通公告》（公告编号：2021-044）。 

6、公司经 2021 年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二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2021 年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支付部分购买房产价款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自身的发展规划及实际经营需要使用超募资金 1 亿元

支付公司购买的位于深圳市宝安区航城街道航城大道 175 号主体商业及裙楼的部分房产价款。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支付部分购买房产价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2）。 

7、2021 年 11 月 1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2021 年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 2021 年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核实<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8、2021 年 11 月 3 日至 2021年 11月 13 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公告栏进行了公示。

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对本次拟激励对象名单的异议，无反馈记录。2021 年 11 月 19 日，公司监事会披露了

《监事会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告编号：2021-067）。 

9、2021 年 11 月 24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

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1-068）。 

10、2021 年 12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2021 年第十三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 2021年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激励对象主体

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同意公司本次

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 

11、2022 年 1 月 17 日，公司出具了《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类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告》，

第一类限制性股票来源是公司向激励对象发行的公司人民币 A股普通股股票，上市日为 2022 年 1 月 21 日，授予登记数量为

46.00 万股，授予价格为 32.87 元/股，授予登记人数为 14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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