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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81                            证券简称：奋达科技                            公告编号：2022-014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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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

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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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奋达科技 股票代码 002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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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桂清 罗晓斌 

办公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洲石路奋达科技

园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洲石路奋达科技

园 

传真 0755-27486663 0755-27486663 

电话 0755-27353923 0755-27353923 

电子信箱 fdkj@fenda.com fdkj@fenda.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营消费电子整机及其核心部件的研发、设计、生产与销售，是智能硬件领域垂直一体化解决方案提供商。主要产

品包括电声产品、智能可穿戴、智能门锁、健康电器等四大系列，是上述细分市场的主流供应商。公司密切关注消费电子产

品行业的技术发展趋势和消费趋势，提前布局新技术、新产品，不断拓宽和完善公司的业务和产品体系，以研发驱动企业发

展。 

电声产品领域，公司以无线音频、人工智能等技术为突破口，持续提升在消费类音箱、智能家居与语音交互、物联网等

应用市场的技术和产品开发能力，根据电声产品不同国家或地区竞争程度、消费层次和市场潜力的差异性，采取ODM与OBM

相结合的经营模式。主要产品形态分为无线蓝牙音箱、智能语音音箱、Soundbar等，主要客户包括阿里巴巴、华为、WalMart、

Yandex、Logitech、Creative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其中公司与阿里巴巴合作的天猫精灵连续多年在中国智能音箱市场销量中排

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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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可穿戴设备领域，公司围绕运动识别及心率、血氧、血压等生命体征连续检测方面的核心技术体系，聚焦于高端户

外运动、健身房以及健康医疗监护场景，致力于和全球知名企业合作开发前沿且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主要产品形态分为智能

手环、智能手表、平安钟、TWS耳机等，主要客户包括华为、Philips、Decathlon、Wahoo、Keep等。 

智能门锁领域，公司自2018年布局智能锁，通过投资控股“罗曼斯”自主品牌，依托工研院设立全资子公司奋达智能家

居，致力于智能锁等智能家居领域的技术、产品和内容整合的研发、制造、销售，以JDM和ODM模式为客户提供高端优质

的智能锁产品及系统化的解决方案与服务。公司现已取得多家智能家居企业、安防企业、平台公司等合格供应商资格，助力

其构建智能家居生态链。 

健康电器领域，公司主要专注于美容美发电器专业产品市场，围绕客户“安全、高效、智能化”的消费诉求，持续进行

产品创新，引领美发类专业产品市场的消费潮流。主要产品形态分为直发器、卷发器、电吹风、风梳等，主要客户有Farouk 

System、HOT、Philips、GHD、TESCOM等业内知名企业，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数据，公司美发电器出口额一直名利前茅。 

报告期内，公司对外转让富诚达100%股权，已全面退出金属结构件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荣获广东省企业500强、深圳500强企业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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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6,666,247.52 5,183,708,377.19 -5.34% 4,896,046,399.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67,384,996.61 2,255,812,718.68 0.51% 2,179,679,922.20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4,167,849,621.20 3,537,728,683.41 17.81% 3,535,639,194.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369,177.31 1,065,485,182.39 -95.18% -3,052,567,152.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666,013.04 163,186,747.10 -83.66% -3,084,796,946.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5,448,000.15 478,701,182.21 -82.15% 713,393,020.9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55 -94.55% -1.4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55 -94.55% -1.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6% 39.42% -37.16% -8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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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9,717,791.05 906,168,478.62 1,239,474,294.71 1,192,489,056.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419,403.89 -157,146,690.30 -27,087,520.52 198,183,984.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868,492.60 -166,667,944.63 -34,600,049.45 200,065,514.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0,260,563.28 -113,287,068.15 -30,284,818.63 118,759,32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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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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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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77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56,611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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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奋 
境内自然

人 
30.70% 

560,245,3

72 
543,784,029 质押 434,682,733 

长沙市信庭

至善科技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8.66% 
158,000,0

00 
0   

肖勇 
境内自然

人 
3.11% 

56,772,64

6 
56,772,646 质押 41,302,646 

肖晓 
境内自然

人 
2.13% 

38,953,37
7 

38,953,377 质押 38,930,000 

肖文英 
境内自然

人 
2.12% 

38,645,40
2 

0 质押 38,071,323 

深圳市泓锦

文大田股权

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

伙） 

其他 2.03% 
37,016,11

3 
0   

肖韵 
境内自然

人 
1.86% 

33,964,25

3 
25,473,190 质押 32,800,000 

上海烜鼎资

产管理有限

公司－烜鼎

星宿6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34% 
24,417,15

7 
0   

刘方觉 
境内自然

人 
0.92% 

16,696,47
8 

0 质押 12,470,000 

文忠泽 
境内自然

人 
0.69% 

12,559,77
9 

12,554,84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刘方觉为控股股东肖奋配偶，肖韵为肖奋女儿，肖文英为肖奋姐姐，

肖勇为肖奋弟弟，肖晓为肖奋妹夫。公司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

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股东上海烜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烜鼎星宿 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0 股，

通过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4,417,157 股，实际合计持有

24,417,157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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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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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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2月2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

公司决定将持有的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富诚达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以总价50,2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山东麦滔科技有限公

司。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收到麦滔科技支付的第一期及部分第二期股权转让款合计30,602万元，剩余19,598万元尚未收

到。未来公司将加强与麦滔科技沟通，积极推进项目进展。 

2021年8月3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公司决定使用

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6.5元/股，回

购资金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回购股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

起12个月内。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3,809,4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21%，最高

成交价为4.2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3.43元/股，支付总金额为14,997,391.00元（不含交易费用）。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

回购期限内实施回购方案，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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