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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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施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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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秘书

002416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海南

赵玲玲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科发路 83 号南山金融大厦 深圳市南山区科发路 83 号南山金融大厦
18 层
18 层

电话

0755-21519907；0755-21519888 转 董事 0755-21519907；0755-21519888 转 董事
会办公室
会办公室

电子信箱

ir@aisidi.com

ir@aisid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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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39,222,804,434.91

27,024,104,421.57

45.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04,291,506.59

295,059,957.53

3.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76,959,682.87

222,099,532.80

24.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440,178,337.04

-2,825,689,480.65

84.4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55

0.2381

3.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55

0.2381

3.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55%

5.83%

-0.28%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12,952,712,638.44

11,307,644,959.17

14.55%

5,225,791,128.77

5,414,309,947.35

-3.4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50,101
股股东总数（如
有）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深圳市神州通投资集 境内非国有
团有限公司
法人

39.50%

489,464,303

0

质押

187,130,000

周玲

境内自然人

5.12%

63,500,000

0

戴诚

境内自然人

4.48%

55,500,000

0

赣江新区全球星投资 境内非国有
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

4.36%

54,000,000

0

质押

28,160,000

新余全球星投资管理 境内非国有
有限公司
法人

4.21%

52,128,000

0

质押

35,000,000

黄绍武

境内自然人

1.16%

14,362,431

10,771,82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境外法人
司

0.92%

11,347,566

0

管晓华

境内自然人

0.57%

7,007,000

0

李群力

境内自然人

0.47%

5,770,000

0

新余爱乐投资管理中 境内非国有
心（有限合伙）
法人

0.44%

5,4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黄绍武先生持有深圳市神州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6.37%的股权，
并持有赣江新区全球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6.37%的股权，新余全球
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赣江新区全球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黄绍武先生与深圳市神州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赣江新区全
球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新余全球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构成关联股
东的关系。
2、未知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
知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报告期内，股东深圳市神州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信用账户持有
公司股票 54,000,000 股，股东周玲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63,500,000 股，股东戴诚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46,015,000 股，
股东赣江新区全球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
票 19,000,000 股，股东新余全球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信用账户
持有公司股票 11,000,000 股，股东管晓华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
票 7,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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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重要事项
（一）经营情况分析
公司全体员工以“勿忘初心谋发展，逆风破浪开新局”为指导方针，构建能力，提升
效率，在持续强化新零售基础设施平台建设的基础上，进行前瞻性战略布局，进一步取
得了在线上市场、海外市场、合作品牌、合作品类、新零售能力、自有品牌运营等多方
面的突破，为公司的未来可持续发展打开了新局面。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9,222,804,434.91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5.14%；实现净利润376,166,545.21元，较上年同期
提升15.60%。
（二）主要经营工作
1、线上市场渗透见成效，成功构建B2B2C销售服务线上通路
基于与阿里巴巴的战略合作和共同投资运营的深圳爱优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公司打
通了面向线上市场的销售通路，在报告期内通过新渠道向线上客户供货近40亿元，特别
在618期间取得了良好的战绩，保证了货源、仓储、物流等各环节的稳定、优质的服务，
对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和规模增长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公司将继续强化苹果线上CES授权的
作用，不断提升对线上零售商、线上用户的服务能力，充分发挥B2B2C模式下的线上通
路价值。
2、与新荣耀的全渠道合作不断深化，共同拓展中高端手机市场的价值空间
2020年，公司与团队共同斥资6.6亿元参与对荣耀的联合收购，成为渠道商中持股比
例最大的战略投资者。报告期内，双方的合作持续深化，公司作为天猫荣耀官方旗舰店
和线下荣耀专卖店的指定运营服务商，线上线下全渠道支撑新荣耀发展。随着荣耀独立
后供应链问题的逐步解决，其产量和销量较年初显著提升。据Canalys数据显示，荣耀二
季度保持在中国智能手机9%以上的市场份额，随着荣耀50和高端旗舰机型Magic3的相继
上市，市场份额有望持续提升，公司将与新荣耀持续拓展中高端市场，创造更大的服务
价值。
3、与悦刻持续领跑电子雾化器行业，海外市场发展孕育新机遇

公司作为行业领先的电子雾化器销售服务商，与悦刻持续保持良好的战略合作关系，
已在全国拓展运营7,000多家悦刻专卖店，不断发展的零售网络助力悦刻持续稳定在国内
市场的头部地位。报告期内，电子雾化器的销售在国内市场同比大幅增加的同时，公司
与悦刻在海外市场的合作发展迅速，已在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韩国、菲律宾等
10多个国家开展业务，对悦刻海外销量的增长做出重大贡献，且未来将与悦刻共同开发
更多海外新市场。
4、Coodoo苹果新零售能力持续提升，形成线上线下融合的本地化网络
公司积极推动苹果新零售能力建设，发挥同城购、到家购、直播电商、平台电商、微
商城和短视频等线上平台价值，形成线下服务，线上引流，以门店为中心辐射周边的本
地化网络。公司100多家苹果优质经销商门店逐步开启线上端口支持消费者线上下单，在
获得线上增量用户的同时，又能为消费者带来“立等可取”的本地化服务。 报告期内，
Coodoo苹果门店创造营业收入超过13亿元，其中近3亿元来自新零售模式，约占门店收入
的23%。在疫情常态化的背景下，Coodoo新零售模式将持续发挥价值，为公司创造更大
的盈利能力。
5、充分发挥中台支撑能力，创新孵化布局未来发展动力
在“创业创新，价值创造，合伙人力，展示自我”的企业价值观引导下，在合伙人机
制的不断深化下，有理想、有能力、有抱负的员工创业热情高涨，与公司共发展的合伙
人精神融入血液。报告期内，在集团中台能力的支撑下，公司正通过自身的创新孵化，
布局多个新业务，如智能健康产品的设计、运营和销售，新能源汽车的新零售服务，酱
香型白酒的销售网络构建，茶叶的分销与零售。在充分发挥公司网络价值、资本价值、
人才价值和机制红利的基础上，公司新业务更能够实现快速成长，成为未来发展动力。
6、寻求产业独立上市的可能性，发挥资本价值，持续支撑业务快速发展
公司控股子公司一号机科技于2018年开始正式运营，以“新零售、新分销、新产品”
为指导原则，短短三年多时间，发展成为行业领先的电子雾化器销售服务商，并兼顾3C
数码及快消领域。如今，为持续支撑一号机科技的快速发展，进一步抢占海外增量市场，
公司拟转让一号机科技控制权，寻求一号机科技独立上市和更广阔的资本运作空间。未
来，公司将持续发挥资本平台、孵化平台的作用，在合伙人机制的不断深化下，培育出
更多具备独立运营的高速发展的产业，为公司和社会创造更大价值。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08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