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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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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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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趣科技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2925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金苗

高慧玲

办公地址

厦门市海沧区东孚西路 100 号

厦门市海沧区东孚西路 100 号

电话

0592-7702685

0592-7702685

电子信箱

stock@intretech.com

stock@intre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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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上年同期
项目

本报告期
调整前

营业收入（元）

3,652,814,134.28

1,705,228,430.98

2

调整后
1,711,715,017.96

调整后
1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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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上年同期
项目

本报告期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70,371,123.10

387,459,891.85

388,950,466.06

46.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517,020,455.55

342,496,486.05

342,066,702.15

51.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97,615,198.27

477,872,476.42

562,045,189.01

-47.0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3

0.50

0.50

46.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3

0.50

0.50

46.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78%

9.41%

9.79%

上升了 1.99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7,801,550,101.96

7,514,305,852.05

7,626,914,047.09

2.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904,556,965.56

4,807,849,789.82

4,916,767,148.13

-0.25%

说明：报告期内，公司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增加漳州万利达生活电器有限公司，对上年度末和上年同期数据进行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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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0

持股 5%以上的普通股股东或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深圳万利达电子工业有
境内非国有法人
限公司

质押、标记
报告期末持
持有有限售 持有无限售
或冻结情况
持股比
报告期内增
有的普通股
条件的普通 条件的普通
例
减变动情况
股份
数量
股数量
股数量
数量
状态
382,026,400 质押 180,706,500

48.87% 382,026,400 155,834,400

厦门赢得未来创业投资
境内非国有法人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54%

43,313,280

17,834,880

43,313,280

建瓯惠椿投资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有限合伙）

5.54%

43,308,838

17,833,051

43,308,838

林松华

5.30%

41,444,347

15,946,337

建瓯山坡松投资合伙企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业（有限合伙）

2.18%

17,037,750

6,427,550

17,037,75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嘉实价值精选股票型 其他
证券投资基金

2.14%

16,759,438

12,147,618

16,759,43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嘉实价值长青混合型 其他
证券投资基金

1.67%

13,043,219

10,020,465

13,043,21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东方红睿玺三年
其他
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1.43%

11,138,889

4,674,625

11,138,889

境内自然人

3

32,509,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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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文体产业股 其他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03%

8,088,212

5,430,690

8,088,21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0.98%

7,661,482

2,399,857

7,661,482

境外法人

（1）股东厦门赢得未来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曾用名为南靖惠及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该股东于 2021 年 7 月 19 日取得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正式
更名为现名称。吴凯庭除直接持有公司 0.48%的股份（即 3,785,245 股）外，还间接持有公司控股
股东深圳万利达电子工业有限公司 100.00%的股份，直接持有厦门赢得未来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96.42%的合伙份额，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427,574,525 股，吴凯庭、深圳万利达电子工
业有限公司及厦门赢得未来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存在关联关系。
（2）林松华除直接持有公司 5.30%的股份（即 41,444,347 股）外，同时通过建瓯惠椿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建瓯山坡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54,069,58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95,513,927 股。林松华持有建瓯惠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99.98%
的合伙份额，为建瓯惠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建瓯惠椿投资合伙企业（有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限合伙）与林松华存在关联关系；林松华持有建瓯山坡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63.21%的合
伙份额，为山坡松投资的有限合伙人，建瓯山坡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林松华存在关联
关系。
（3）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嘉实价值长青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同为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未
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4）公司控股股东深圳万利达电子工业有限公司除与吴凯庭、厦门赢得未来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存在关联关系外，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除上述情况之外，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万利达电子工业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366,866,000 股外，还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15,160,4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
份数量 382,02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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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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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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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事项
（一）2021 年半年度业绩概述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国家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公司成立十周年。
站在十年芳华的新起点上，全体盈趣人继续秉持爱心和艰苦奋斗，坚持以“打造乐趣生活”为使命，向着
“成为中国‘工业互联网’和‘民用物联网’的领导者，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窗口!”的企业愿景坚定前行。
2021年上半年，公司紧紧围绕中长期发展战略和年度经营计划，各项经营管理工作有序开展，取得了
优异的经营业绩。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65,281.4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3.40%；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7,037.1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64%，经营业绩持续快速增长。
1、UDM智造业务稳扎稳打，自主品牌业务坚持投入
UDM智造业务：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夯实多年积累的UDM业务模式优势，深耕UDM智造业务，提升
向客户提供产品研发、智能制造、质量控制、技术支持等一体化服务的能力。坚持以国际知名企业客户与
高端产品市场为主导地位，全力推进大鲸鱼群战略及UDM2.0战略，持续打造盈趣自身的Humility客户服务
理念，深化与重点战略客户的合作，同时依靠企业国际化优势开发流量入口，在开拓新客户、新产品和布
局新的业务领域取得了积极的进展。面对全球疫情反复、物料短缺等问题，公司全员上下多措并举、攻坚
克难，有条不紊地推进新产品和新项目的研发进度和量产工作，并全力保障客户订单的如期交付，公司UDM
智造业务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快速增长，尤其是家用雕刻机及其耗材、水冷散热控制系统业务销售收入持
续大幅增长。
自主品牌及新起业务：报告期内，得益于终端市场需求上升和技术研发优势，空气净化器、植物种植
器、加湿器等健康环境产品以及电子防眩镜、座椅记忆模块、天窗控制模块等汽车电子产品销售收入均实
现大幅增长；报告期内，公司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以优先满足提升自身智能制造能力为主，智能家居业
务还处于投入期，主要工作重心为产品体系及营销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收入规模较小。
2、技术创新引领发展，产学研合作持续赋能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创新引领发展，持续加大技术创新投入，扩充研发队伍，招募高精尖人才及各类
研发人才；融合全球研发资源，全球研发中心能力地图已初具雏形，关键领域的专家库及研发实验室关键
能力建设正在逐步完善中；继续加强与重点高校的产学研合作，与天津大学联合设立AIoT联合实验室，助
力公司完成人工智能领域相关技术的攻关，在厦门理工学院推出“双百计划”，为公司在智能制造领域的
人才输入给予强力的补充。
3、“三化”制造持续建设，三大智造基地协调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开展“三化”制造体系建设，持续提升先期产品质量策划能力，持续提升智能制
造数据分析能力，大力推进产业园立体仓库、SMT智能制造标杆工厂的建设，开展精益生产管理体系建设，
打造示范车间并逐步复制至其他车间；提升供应链管理能力，通过发挥与重要供应商战略合作优势、提前
备料、研发设计优化、原材料替代等方式，积极应对上半年电子元器件涨价及货源紧张问题；公司三大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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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基地的分工合作、协调发展能力的提升，有效缓解了上半年马来西亚受疫情管控的产能压力，保障了客
户订单的及时交付；公司于上半年完成了对生活电器的收购工作，取得了金峰产业园的相关房产及土地所
有权，公司已开始对该产业园进行改造升级及统筹规划，努力将该产业园打造为盈趣科技（漳州）智造产
业园，助力相关子公司的产能扩张及快速发展。
4、干部重新竞聘上岗，整装出发开启新征程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人才发展战略。在公司成立十周年之际，公司完成了组织架构重新设计优化
工作，通过开展测评、竞聘的方式完成了全体管理干部重新竞聘上岗，优上劣下，提升“火车头”作用，
为公司未来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在公司及子公司范围全面实施股权激励，推出了新一
轮的股权激励计划，并积极推进厦门攸信等多家子公司的股权优化设计工作，进一步健全长效激励机制，
以更好地吸引和留住关键核心人才。
5、爱心沉淀奉献社会，艰苦奋斗谱写新篇章
报告期内，公司全体员工继续深入践行以艰苦奋斗文化、爱心文化及运动文化为核心的3POS企业文化，
砥砺奋进，攻坚克难，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果。公司在不断创造优秀的经营业绩的同时，也不忘积极履行
社会责任及参与各项公益事业；2021年3月，春水基金正式决定向天津大学捐赠3.13亿元，用于全面支持天
津大学教育科研事业发展。

（二）重大经营事件回顾
1、收购漳州万利达生活电器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
2021年2月2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收购漳州万利达生活电器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以自有资金16,910.11万元收购万利
达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漳州万利达生活电器有限公司100%股权（以下简称“生活电器”）。公司于2021
年4月完成生活电器股权交割及变更登记等相关事项。前述收购事项完成后，将更好地满足分、子公司未
来生产经营规模扩大及产能扩充的场地需求，更好地建设漳州智造基地。本次收购生活电器属于同一控制
下企业合并，公司于2021年第二季度起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本报告期公司对上年度末和上年同期数据
进行追溯调整。
2、实施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021年1月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与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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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议案。2021年1月21日，
公司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2021年1月2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与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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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议案。2021年2月3日及2021年2月5日，公司分别完成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所涉及的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定增部分）及限制性股票（回购部分）的授予登记工作，最终向131
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定增部分）数量93.87万股，向307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部分）
数量270.7470万股。公司持续推出股权激励计划，有利于健全长效激励机制，更好地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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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施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2021年3月1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与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同意公司以实施2020年年度权益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
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0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
7股，不送红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2021年4月12日，公司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并于2021年4月21日完成了2020年度权益分派
的实施。公司在本次权益分派中共计向股东派发现金红利459,733,788元，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公司总股本
由459,733,788股变更为781,547,439股，进一步优化了公司股本结构，使得公司总股本更加匹配公司规模和
发展需求。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林松华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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