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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43              证券简称：朗科智能               公告编号：2021-044 

债券代码：123100              债券简称：朗科转债 

 

深圳市朗科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年度报告的补充公告 

 

 

 

重要提示：本次补充内容不涉及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及财务数据，补充后的数据对上市公司

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等财务数据无影响。 

一、补充事项概述 

深圳市朗科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4月20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2020年年度报告》(公告编号：2021-038)。经事后核查，因

系统文件格式转换问题，导致部分表格信息在对外披露的PDF文件中有缺失，现对报告中“第

五节 重要事项”之“十四、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员工持股计划或其他员工激励措施的实施情

况 （二）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情况”、“第六节 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之“三、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情况”以及“第十二节 财务报告”之“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44.会计

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七、合并财务报表注释 6.应收款项融资”、“十二、关联方及关

联交易 5、关联交易情况 （8）其他关联交易”相关内容做相应补充补充。 

二、本次补充具体情况 

（一）重要事项相关内容（2020年年度报告第94页） 

补充前：表格内容为空白； 

补充后： 

持有人 职务 持有份额（万份） 占总份额的比例（%） 

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 

肖凌 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335.1 6.95% 

黄旺辉 董事 89.36 1.85% 

褚青松 监事 111.70 2.32%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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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泽英 监事 223.40 4.63% 

周盼盼 职工代表监事 223.40 4.63% 

中层管理人员及其他员工（43人） 3839.13 79.62% 

合计 4822.09 100.00% 

（二）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2020年年度报告第104页） 

补充前：表格内容为空白； 

补充后：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19,179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上一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19,473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如有）

（参见注

9）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

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参见注 9） 

0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报告期末

持股数量 

报告期内

增减变动

情况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持有无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陈静 境内自然人 22.33% 46,053,000 1,896,300 34,539,750 
11,513,25

0 
质押 22,380,000 

郑勇 境内自然人 4.78% 9,851,500 4,056,500 0 9,851,500   

刘沛然 境内自然人 4.47% 9,210,600 3,792,600 0 9,210,600   

刘晓昕 境内自然人 3.59% 7,412,000 3,052,000 0 7,412,000   

刘孝朋 境内自然人 3.48% 7,170,600 2,952,600 0 7,170,600   

潘声旺 境内自然人 3.17% 6,530,729 2,312,653 5,378,047 1,792,682   

深圳市朗科

智能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

工持股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2% 3,748,826 1,543,634 0 3,748,826   

肖凌 境内自然人 1.52% 3,132,329 907,529 2,836,620 295,709   

何淦 境内自然人 1.49% 3,065,737 1,625,400 3,065,737 0   

刘显胜 境内自然人 1.29% 2,664,619 2,664,619 0 2,664,619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因

配售新股成为前 10 名股

东的情况（如有）（参见注

4）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陈静女士与刘晓昕女士为母女关系；陈静女士与刘沛然女士为母女关系；刘孝

朋先生与陈静女士为儿媳关系；陈静女士、刘晓昕女士、刘沛然女士、刘孝朋

先生为一致行动人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

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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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涉及委托/受托

表决权、放弃表决权情况

的说明 

无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陈静 11,513,250 
人民币普

通股 
11,513,250 

郑勇 9,851,500 
人民币普

通股 
9,851,500 

刘沛然 9,210,600 
人民币普

通股 
9,210,600 

刘晓昕 7,412,000 
人民币普

通股 
7,412,000 

刘孝朋 7,170,600 
人民币普

通股 
7,170,600 

深圳市朗科智能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

股计划 

3,748,826 
人民币普

通股 
3,748,826 

刘显胜 2,664,619 
人民币普

通股 
2,664,619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658,311 

人民币普

通股 
1,658,311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652,249 

人民币普

通股 
1,652,249 

乔治江 1,534,820 其他 1,534,820 

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

东之间，以及前 10 名无限

售流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

股东之间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陈静女士与刘晓昕女士为母女关系；陈静女士与刘沛然女士为母女关系；刘孝

朋先生与陈静女士为儿媳关系；陈静女士、刘晓昕女士、刘沛然女士、刘孝朋

先生为一致行动人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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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注 5） 
不适用 

（三）财务报告 

1、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2020年年度报告第 177页） 

补充前：表格内容为空白； 

补充后：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

日 

累积影响金额 2020年1月1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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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收款项 18,323,189.34 （18,323,189.34） --- （18,323,189.34） --- 

合同负债 --- 16,196,853.32 --- 16,196,853.32 16,196,853.32 

其他流动负债 --- 2,126,336.02 --- 2,126,336.02 2,126,336.02 

2、合并财务报表注释（2020年年度报告第 191 页） 

补充前：表格内容为空白； 

补充后： 

1.本期公司已背书或贴现且资产负债表日尚未到期的应收票据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终止确认金额 未终止确认金额 

银行承兑汇票 76,094,319.97 --- 

合计 76,094,319.97 --- 

3、关联方及关联交易（2020年年度报告第 239 页） 

补充前：表格内容为空白； 

补充后： 

（8）其他关联交易 

（1）本公司应收关联方款项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

备 

应收账款      

 广东朗固科技有限公司  895,991.67  44,799.58 --- --- 

应收款项融资      

 广东朗固科技有限公司 1,485,160.00 --- --- --- 

除上述补充内容外，原公告中其他内容保持不变，对于上述欠缺内容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

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朗科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