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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21                           证券简称：银禧科技                         公告编号：2021-97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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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所有董事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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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禧科技 股票代码 30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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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桂华 陈玉梅 

办公地址 
东莞市道滘镇南阁工业区银禧工程塑料

（东莞）有限公司 

东莞市道滘镇南阁工业区银禧工程塑料

（东莞）有限公司 

电话 0769-38858388 0769-38858388 

电子信箱 zhenggh@silverage.cn chenym@silverag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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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1,769,739.31 654,632,090.66 51.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2,659,898.86 27,835,745.93 89.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43,066,509.88 33,062,504.67 30.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154,217.66 67,121,754.95 -75.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70 0.0619 89.0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70 0.0619 8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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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0% 2.75%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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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9,298,427.62 1,597,203,301.38 7.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94,522,718.56 1,048,993,179.25 4.3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54,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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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河子市瑞晨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92% 26,637,228 0 

质押 26,501,248 

冻结 26,503,128 

银禧集团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01% 18,023,900 0   

陈智勇 境内自然人 1.88% 8,455,628 7,639,909 冻结 815,719 

谭颂斌 境内自然人 0.95% 4,280,614 1,217,757 
质押 1,090,000 

冻结 1,217,757 

周伟文 境内自然人 0.91% 4,087,200 0   

上海拓牌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拓牌兴丰 1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2% 3,700,000 0   

上海阿杏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阿杏世纪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7% 3,000,100 0   

林登灿 境内自然人 0.52% 2,330,700 1,815,000   

上海嘉恳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嘉恳兴丰 4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6% 2,050,100 0   

胡湘西 境内自然人 0.45% 2,004,3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谭颂斌控制石河子瑞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瑞晨

投资”）60%股权，谭颂斌与瑞晨投资为一致行动人。 

（2）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情况说明

（如有） 

（1）瑞晨投资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

司 134,1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26,503,128 股，共计持有公司

26,637,228 股。 

（2）上海拓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拓牌兴丰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3,700,000 股，通过普

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0 股，共计持有公司 3,700,000 股。 

（3）谭颂斌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直接持有

公司 3,062,857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1,217,757 股，共计持有公司

4,280,614 股。 

（4）上海阿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阿杏世纪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南京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3,000,000 股，通过普通证

券账户持有公司 100 股，共计持有公司 3,000,100 股。 

（5）上海嘉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嘉恳兴丰 4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南京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2,050,000 股，通过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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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100 股，共计持有公司 2,05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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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重要事项 

1、公司董事、监事变动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五次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以及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

案》，对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构成进行修改，董事会由 7 人组成修改为 9 人组成，其中 3 人为职工代表董事，监事会由 3 人

组成，其中 2 人为职工代表监事。 

2021 年 5 月 24 日，因公司章程修改、董事会、监事会构成发生变化，黄敬东先生自愿辞去股东代表董事兼副总经理职

务，罗丹风女士自愿辞去股东代表监事职务。 

2021 年 6 月 7 日，公司股东代表董事、董事长谭颂斌先生提交辞职报告，谭颂斌先生辞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股东代表

董事、董事长及专门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并不再担任合并报表范围子公司董事长，谭颂斌先生辞去前述职务后在公司担任首

席顾问，主管公司战略事务。 

2021 年 6 月 8 日，公司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选举黄敬东先生、张德清先生、李刚先生为公司职工代表董事，

罗丹风女士为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及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辞职及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选举谭文钊先生为公司股东代表董事。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谭文钊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2、公司原持股 5%以上股东石河子市瑞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瑞晨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谭颂

斌持股情况 

股东瑞晨投资被动减持 26,100 股以及其所持有的 11,999,900 股被司法拍卖过户，引起瑞晨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

动，截至 2021 年 7 月 26 日，瑞晨投资持有公司 14,637,328 股，占公司总股本 449,943,563 股的 3.25%。谭颂斌直接持有银

禧科技股份数共计 4,280,61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449,943,563 股的 0.95%，谭颂斌通过直接持有和瑞晨投资持有公司股份共

计 13,063,01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449,943,563 股的 2.90%。谭颂斌控制公司股份共计 18,917,942 股，占公司总股本 449,943,563

股的 4.20%。谭颂斌、瑞晨投资累计进行质押股份总数为 15,591,348 股，占其所持银禧科技总股份数 82.42%，股份质押比

例较高。公司已于 2021 年 7 月 28 日对外披露了《关于原持股 5%以上股东司法拍卖股份完成过户的提示性公告》《关于原

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关于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提示性公告》《简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 

公司认为自瑞晨投资所持公司 11,999,900 股股份被拍卖完成过户之日起，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29 日完成陈智勇业绩补偿股份共计 7,639,909 股的回购注销手续，公司总股本由 449,943,563 股

变更为 442,303,654。（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对外披露的《关于兴科电子科技原股东陈智勇相关业绩补偿股份注销完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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