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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45                证券简称：国光电器                公告编号：2022-41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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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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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光电器 股票代码 00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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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庆 梁雪莹 

办公地址 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镜湖大道 8 号 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镜湖大道 8 号 

电话 020-28609688 020-28609688 

电子信箱 ir@ggec.com.cn ir@gge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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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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0,917,211.58 2,186,159,102.97 19.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2,166,162.31 107,227,040.58 -42.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48,140,663.22 87,711,183.15 -45.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7,910,694.09 -128,012,339.53 176.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24 -41.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24 -41.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9% 5.27% 下降 2.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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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3,183,826.88 4,847,829,610.16 7.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58,214,578.58 1,988,566,033.64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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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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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国光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47% 63,109,650 0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50% 53,846,999 0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智恒咨

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6% 10,570,824 0   

北京泛信壹号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4% 8,602,801 0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

庚价值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17% 5,470,501 0   

智度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工

业园区惠真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3% 4,374,471 0   

熊玲瑶 境内自然人 0.63% 2,944,984 0   

许景松 境内自然人 0.45% 2,103,5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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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明 境内自然人 0.45% 2,099,300 0   

董蓉 境内自然人 0.42% 1,98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广西国光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拉萨经济技术开

发区智恒咨询有限公司、北京泛信壹号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智

度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惠真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是一致

行动人。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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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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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主要是音响电声类业务及锂电池业务。公司音响电声类业务主要产品包括扬声器、蓝

牙音箱、智能音箱、汽车音响、电脑周边音响、Wi-Fi 音箱、soundbar 产品、耳机，主要应用于可穿戴

产品（如 VR/AR）、智能电视、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台式电脑等消费电子产品。锂电池

业务其主要产品运用于无线耳机、智能音响、可穿戴设备、电子烟、无人机等产品。 

目前公司音响电声类业务和锂电池类业务规模相对于全球的市场规模尚属微小，有宽广的应用场景、

巨大的行业发展空间，未来公司仍将专注于音响电声、锂电池等领域，重点发展 VR/AR 及汽车音响相

关业务，密切关注行业技术的发展方向，开展行业前瞻性技术研究，将音响电声类业务、锂电池类业务

做大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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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 VR 声学模组带动 VR 整机生产业务 

公司已成为国内外主要头部 VR企业声学模组供应商。公司与 M客户深度绑定，在多款 VR/AR 产

品上合作声学产品。公司为国内 VR 头部企业 P 客户开发声学模组，计划 2022 年下半年投产。公司为

国内 VR 企业 Q 客户供应声学模组，报告期内已经实现销售收入。2022 年上半年，公司 VR 设备声学

模组实现销售收入 120,372,999.45元。 

公司已建成 VR 整机车间，具备 VR 整机生产能力，目前已取得 Q 客户的正式订单，预计将于

2022 年下半年实现销售收入。除此之外，公司正在大力开拓 VR 声学模组及 VR 整机业务的其他客户。 

（2）新能源汽车音响业务 

汽车行业越来越重视使用者的用车、乘车感受，更愿意在汽车音响领域加大投入，并应用消费类电

子领域成熟的音响电声技术或新材料、新工艺，如音频振动器、全景音效等，尤其是新能源汽车行业；

公司在消费类电子音响产品领域具备多年的技术沉淀，有完备的仿真体系和材料数据库，涵括结构、空

气声学、热力学、射频等技术领域；相关的仿真、测量手段可以为汽车客户提供设计、仿真类增值服务； 

掌握了多种汽车音响领域及非汽车音响领域音效算法及 DSP 技术，汽车音响实验室进行了多款车型的

调音测试，为客户提供整车声学设计参考；公司生产体系符合汽车工业质量体系要求，已获得

ISO/TS16949 质量体系认证。报告期内公司组建了专业的汽车音响团队，并与公司现有的材料实验室、

电子、硬件、软件、结构设计团队强强联合，期望在 2022年内取得重大突破。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经营模式、主要业绩驱动因素未发生重大变化。 

2.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2022 年 1-6 月公司营业收入为 262,091.72 万元，营业收入在 2022 年一季度创历史同期新高的基础

上，再创上半年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 19.89%；2022 年 4-6 月公司归母净利润为 5,616.15 万元，同

比增长 7.37%，归母净利润环比大幅增长，环比增长 835.31%。受 2022 年一季度同比下降的影响，

2022 年 1-6 月公司归母净利润为 6,216.62 万元，同比减少 42.02%。2022 年 4-6 月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母净利润为 4,569.77 万元，同比增长 21.72%。2022 年 4-6 月公司营业收入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母净利润均创历史同期新高。 

报告期内，公司采取多项措施改善经营管理、降本增效，如降低制造类车间辅助工比例（2021 年

底制造类车间辅助工占车间制造类工人比例为 12.1%，2022年 6月底该比例降至 8.2%）、取消大锅饭式

的福利、严格考勤打卡管理、管理层带头工作日和周末加班、实施轮岗制度、改善企业文化等等。IC

等原材料缺货情况和海运物流紧张情况大幅度缓解，提升产出效率，有利于公司订单及时完工并交付；

2022 年 4 月起，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上升，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随着大宗商品价格走低，公司原

材料价格将逐步降低，有利于持续提升综合毛利率。公司上半年经营性净现金流入为 9,791.07 万元，比

2021 年同期经营性现金流出 12,801.23 万元，有大幅度改善。公司积极巩固蓝牙音箱、Wi-Fi 音箱、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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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音箱等领域的传统客户、产品的份额，并扩大产品品类，如 VR/AR 产品及汽车音响产品；公司原有

产品份额持续增长，全球最顶尖的客户及订单在持续增加；公司经营重回稳步增长状态，预计 2022 年

下半年仍是公司销售旺季。 

公司全资子公司国光电子继 2021 年被评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后，于 2022年 5 月进一步

被评为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行业巨头客户及订单逐渐增加。 

报告期内，公司持股 47.42%的广州锂宝合并报表销售收入为 24.34亿元，同比增长 117.82%；合并

报表净利润为 5,271.15 万元，同比增长 177.77%。负责三元正极材料及前驱体业务的宜宾锂宝在积极

进行增资扩股的准备工作，拟筹集资金进一步扩大正极材料及前驱体的装置规模，并为后续独立上市创

造条件。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伟成  

二〇二二年八月廿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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