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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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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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思科技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代码

3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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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臻卓

周天舒

办公地址

湖南浏阳生物医药园

湖南浏阳生物医药园

电话

0731-83285699

0731-83285699

电子信箱

lsgf@hnlens.com

lsgf@hnlens.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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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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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上年同期

21,391,139,203.04 15,567,579,948.79

37.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元）

2,308,191,530.51 1,911,832,982.93

20.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元）

1,883,488,869.54 1,615,135,967.30

16.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

3,303,401,553.96 2,541,313,844.26

29.9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641

0.4391

5.6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641

0.4368

6.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36%

7.89%

-2.53%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上年度末

73,617,753,840.83 79,575,591,399.32

-7.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42,846,720,609.44 42,181,424,611.73
资产（元）

1.5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148,133
优先股股东
总数（如有）

持有特别表决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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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

质押、
标记或
持有有限售 冻结情
条件的股份 况
数量（股）
股份 数
状态 量

蓝思科技（香港）有限公
境外法人 56.39% 2,804,509,821
司

0

长沙群欣投资咨询有限公 境内非国有
5.79%
司
法人

288,025,612

0

长沙领新产业投资合伙企 境内非国有
3.95%
业（有限合伙）
法人

196,540,880 196,540,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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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10%

GIC PRIVATE LIMITED

境外法人

1.14%

56,557,472 56,557,472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
国有法人
金股份有限公司

1.11%

55,031,446 55,031,446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
国有法人
司

1.06%

52,618,379 52,279,873

朱雀基金－西部信托•陕
煤－朱雀新材料产业投资
单一资金信托－陕煤朱雀
新材料产业资产管理计划

0.63%

31,500,070 31,446,540

湖南财信精进股权投资合 境内非国有
0.63%
伙企业（有限合伙）
法人

31,446,540 31,446,540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9,788,847 19,654,088

其他

国有法人

0.40%

154,131,129

0

上述股东中，蓝思科技（香港）有限公司和长沙群欣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为《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
行动的说明
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 公司股东刘思河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国
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明（如有）
10,029,779 股，实际合计持有 10,029,779 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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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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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公司上市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开局之年，2021年上半年，公司生产经营
稳健高效，各类核心产品，特别是新能源汽车电子市场需求旺盛，公司产品生产、
交付顺利。报告期内，公司大力推动在消费电子和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精准研发、
精益生产、产线自动化和智能化升级改造，并继续战略完善整机组装、新材料等
产业战略布局，重点推进以工厂责任制为代表的多项内部管理措施，整体生产成
本持续得到有效控制，盈利能力不断增强。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3.91
亿元，同比增长37.4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3.08亿元，同比增长
20.7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33.03亿元，同比增长29.99%。
1、2021年一季度，公司子公司蓝思精密（泰州）有限公司、蓝思旺精密（泰
州）有限公司已纳入到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并对2021年上半年经营业绩产生
贡献。在母公司的指导以及客户的大力支持下，其新产品开发、新技术研发、市
场开拓、管理融合、团队融合等各方面均高效、顺利推进，生产经营有条不紊。
同时，还充分利用母公司在产线自动化软硬件领域的领先设计和量产能力，进一
步改造提升了其产能效益，通过加强模具、耗材等生产辅助配套，成本优势进一
步优化，盈利能力进一步增强。并且，还加强了对各类金属的研发力度和投入，
例如铝合金、不锈钢、钛合金等，进一步发掘市场机遇，拓展产品品类和应用领
域，使得公司未来有望在巩固、加强智能手机金属业务的基础上，在平板电脑、
桌上电脑、智能穿戴等领域获得新的突破，金属业务的经营潜力将逐步得到释放。
2、公司于2021年2月8日宣布由子公司蓝思科技(湘潭)有限公司投资实施“智
能终端设备智造一期”项目，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预计实现年加工组装智能手机、
智能穿戴、平板电脑、新能源汽车、智能家居家电、智能医疗设备等各类智能终
端产品1亿台，初步预计将投资30亿元(含部分已投资金额及开展生产经营所需的
流动资金)。公司正式进入智能终端整机组装业务，将加快实现一站式综合服务
平台发展战略，增强消费客户黏性，获取更多协同式的业务商业机遇，并进一步
优化公司成本结构，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与盈利能力。报告期内，已开始为部分
客户进行智能手机的整机组装，并同步落地更多智能手机、智能可穿戴及平板电
脑产品客户的组装业务，新能源汽车、医疗电子等产品业务也在有序推进当中。
3、2021年上半年，公司继续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领域各项业务，为新能源
汽车客户提供一站式汽车电子服务及解决方案，新能源汽车业务收入继续保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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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增长。通过近几年的积极布局，公司目前围绕智能驾驶舱及周边结构件研发、
批量生产了包括车载电子玻璃及组件、车载中控屏（结构与功能零部件及组装）、
仪表盘组件、B柱组件、车载装饰件、大尺寸新型汽车玻璃（如侧窗玻璃等）、
反光镜、后视镜等产品，积极探索金属、蓝宝石、陶瓷等新材料在新能源汽车领
域的应用，公司的技术水平、核心汽车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稳居行业领先地位。
展望下半年，在各大客户的支持下，公司消费电子和新能源汽车各项主营业
务将进入年度生产与交付旺季。同时，公司将继续强化主营业务产品的市场份额，
巩固研发和技术创新的行业领先优势，完善金属业务自动化水平和新增产能布
局，加强新能源汽车业务新型超大尺寸玻璃的产能补充，提升AR/VR等智能穿戴
设备的业务规模，优化定增资金的管理及使用，加快定增投资项目的建设与投产
进度，加速终端组装业务新客户的资源导入，推进消费电子和新能源汽车领域的
垂直整合，启动新的中长期重大战略发展机会的前期布局，持续打造一个高效、
高质量的平台型发展模式。
1、公司将继续做好下半年各项生产经营管理工作，满足智能手机、智能穿
戴、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一体式电脑、智能医疗设备、智能家居家电等多个
消费电子细分领域旺盛的市场需求。预计下半年旺季生产交付任务的完成，将对
公司全年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2、公司将继续保持对新产品、新领域较高的研发投入，前瞻性地开展研发
工作，加速研发成果转化，优化研发成本与效能，向消费电子和新能源汽车客户
大力推广新技术，进一步发掘市场机遇，拓展产品品类和智能终端应用领域，做
大做强ODM加OEM的协同模式。
3、公司将继续运用在主营业务玻璃、金属、蓝宝石、陶瓷、塑胶、触控及
生物识别等外观结构和功能组件，以及贴合、组装等各类生产配套业务的行业领
先地位，发挥以智能制造设备为核心的自动化产线自主设计与量产优势，利用深
厚的技术专利储备所带来的创新优势，以及各项综合资源优势，积极探索公司新
的中长期重大战略发展机会，创造更长周期的高效、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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