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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48                           证券简称：博创科技                           公告编号：2021-086 

博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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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创科技 股票代码 300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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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志新 汪文婷 

办公地址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亚太路 306 号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亚太路 306 号 

电话 0573-82585880 0573-82585880 

电子信箱 stock@broadex-tech.com stock@broadex-te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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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15,804,538.54 337,916,379.74 52.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3,496,096.54 26,773,355.37 174.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61,623,311.97 23,943,270.58 157.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7,245,021.00 -96,854,788.34 148.7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6 0.18 155.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5 0.18 1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85% 4.22%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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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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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4,631,965.85 1,012,250,357.31 75.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29,591,278.15 722,834,349.91 97.7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9,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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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U WEI 境外自然人 16.99% 29,480,496 22,110,372 质押 9,800,120 

东方通信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58% 13,159,561 0   

天通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68% 11,587,217 0   

丁勇 境内自然人 6.47% 11,222,250 8,906,250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发小

盘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LOF） 

其他 2.65% 4,592,144 0   

上海高毅资产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高毅晓峰 2 号

致信基金 

其他 2.50% 4,330,566 4,330,566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双擎升

级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2.17% 3,765,766 0   

WANG 

XIAOHONG 
境外自然人 1.87% 3,240,000 0   

JIANG 

RONGZHI 
境外自然人 1.76% 3,060,000 0   

广发基金－兴

业银行－广发

基金佳朋 2 号

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1.04% 1,804,402 1,804,40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ZHU WEI(朱伟)与 WANG XIAOHONG(王晓虹)系夫妻关系，丁勇与 JIANG RONGZHI(江

蓉芝)系夫妻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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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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业务经营情况 

2021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1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2.64%；实现净利润7,349.6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74.51%。

其中境内销售收入4.4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0.12%，占总销售收入85.84%；境外销售收入0.7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33.19%，

占总销售收入14.16%。净利润同比上升的影响因素包括： 

（1）营业收入5.1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2.64%。 

（2）受销售规模提升的影响，报告期毛利率22.77%，较上年同期21.11%提升1.66个百分点。 

（3）报告期内计提股权激励费用178.16万元，上年同期计提股权激励费用414.81万元。 

（4）报告期内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为1,187.28万元，主要系政府补助、闲置资金理财收益及保险赔付。上年同

期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影响为283.01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2,926.1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7.59%，占公司营业收入的5.67%。公司的数据中心内部互联

200G全系列产品实现商用，数据通信400G DR4硅光模块实现量产。 

（二）其他重要事项 

1、公司再次通过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公司取得了由浙江省科学技术厅、浙江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根据有关

规定，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后三年内（2020年至2022年）将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包括按15%的税率缴

纳企业所得税。 

2、公司完成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事项 

公司于2021年4月完成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22,576,136股，募集资金总额为625,584,728.56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

8,808,918.68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616,775,809.88元。 

3、公司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 

公司于2021年3月15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的议案》和《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公司于2021年3月16日召开的职工大会选举了两名职工代表监事。

公司于2021年4月7日召开的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议案。 

4、公司全资子公司之间吸收合并 

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蓉博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蓉博”）拟吸收合并另一家全资子公司成都迪谱光电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迪谱”）。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成都迪谱的独立法人资格将被注销，其全部资产、债权债务及其他

一切权利和义务均由成都蓉博承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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