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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01                         证券简称：振芯科技                     公告编号：2021-056 

成都振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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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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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芯科技   股票代码 3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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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思莉 张爽 

办公地址 成都高新区高朋大道 1 号 成都高新区高朋大道 1 号 

电话 028-65557625 028-65557625 

电子信箱 corpro@corpro.cn corpro@corpr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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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360,130,367.65 170,192,527.42 111.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9,295,151.90 11,545,375.05 586.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67,164,392.03 2,417,354.36 2,678.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8,043,067.35 -98,258,214.44 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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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23 0.0207 587.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23 0.0207 587.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52% 1.23% 增长 6.29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2,014,794,244.70 1,946,919,536.65 3.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95,150,355.28 1,013,488,342.69 8.0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56,650（户）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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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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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国腾电

子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9.76% 165,860,000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农银

汇理新能源

主题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3.51% 19,565,110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农银

汇理工业 4.0

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27% 7,066,800    

邹瀚枢 境外自然人 0.97% 5,405,915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其他 0.91% 5,096,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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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富国

低碳新经济

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姚刚 境内自然人 0.84% 4,706,300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83% 4,619,761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农银

汇理研究精

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80% 4,440,900    

上海磐耀资

产管理有限

公司－磐耀

三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65% 3,644,100    

安健 境内自然人 0.56% 3,132,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姚刚系成都国腾电子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成都国腾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之

间无任何关联关系；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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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上述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东中，成都国腾电子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

司无限售股 139,860,000 股以外，还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26,0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公司 165,860,000 股无限售条件股份；

姚刚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4,696,300 股，实际

合计持有公司 4,706,300 股无限售条件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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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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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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为推进公司业务发展，公司启动2021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

案，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8,500.00万元（含18,500.00万元），用于北斗三号多功能核心芯片

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公司2021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

案》等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于2021年3

月 19 日 、 4 月 14 日 披 露 在中 国 证 监会 指 定 的 创业 板 信 息披 露 网 站 巨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

票事项正在推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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