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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02                   证券简称：和而泰                      公告编号：2021-067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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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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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而泰 股票代码 002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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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珊珊 艾雯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区科技南十路 6 号深

圳航天科技创新研究院大厦 D 座 10 楼
1010-1011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区科技南十路 6 号深

圳航天科技创新研究院大厦 D 座 10 楼
1010-1011 

电话 0755-26727721 0755-26727721 

电子信箱 het@szhittech.com het@szhittech.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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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853,788,757.88 1,828,664,555.71 5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76,145,758.83 168,032,604.59 64.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38,153,092.69 179,732,107.23 32.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4,444,650.63 192,071,657.29 -123.1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28 0.1877 61.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28 0.1877 61.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85% 7.05%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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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90,676,478.37 6,195,168,682.07 6.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212,041,484.20 3,032,562,801.11 5.9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7,95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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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建伟 境内自然人 16.24% 148,475,000 111,356,250 质押 69,290,00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军工主

题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4.71% 43,084,806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12% 28,512,658 0   

全国社保基金

四零六组合 
其他 2.83% 25,834,670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天惠精

选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LOF） 

其他 1.89% 17,300,873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新兴

成长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75% 15,970,097 0   

唐武盛 境内自然人 1.14% 10,388,900 0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易

方达创新成长

混合型证券投

其他 0.99% 9,031,198 0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资基金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兴

全轻资产投资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LOF） 

其他 0.92% 8,446,670 0   

新疆国创恒股

权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8% 6,209,32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未知以上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唐武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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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4,700 股

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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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总体战略布局，支持铖昌科技在微波毫米波射频芯片业务上的持续研发和经营投入，结

合铖昌科技业务发展现状，并基于铖昌科技引入员工持股平台，积极推动其分拆上市进程事项，公司于2020

年12月2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及2020年12月18日召开

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备拟分拆铖昌科技上市的议案》及《关于修改铖昌科技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议案》，并披露了《关于修改铖昌科技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拟分拆上市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20-103）。公司接到铖昌科技的通知，铖昌科技已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

管局，申请办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辅导备案登记，公司于2020年12月8日披露了《关于控股子公司铖昌

科技上市辅导备案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106）。 

2、公司于2021年4月7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铖昌科技至A股上市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关于公司所属子公

司铖昌科技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分拆子公司铖昌科技至A股上市

预案>的议案》及其他与本次分拆相关的议案，公司根据实际情况，经过审慎考虑，同意公司分拆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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铖昌科技至A股上市。公司于2021年4月9日披露了相应的决议公告及《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浙江铖昌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至A股上市的预案》《关于分拆子公司上市的一般风险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45）

《关于分拆子公司上市董事会决议日前股票价格波动是否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

为的通知>第五条相关标准的说明》（公告编号：2021-044）《关于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分拆所属

子公司持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3）。 

3、公司于2021年5月20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21

年6月7日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浙江铖昌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至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关于公司所属子公司浙江铖昌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的议案》《关于<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分

拆所属子公司浙江铖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至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及其他与

本次分拆相关的议案，公司根据实际情况，经过审慎考虑，同意公司分拆子公司铖昌科技至深交所主板上

市。公司于2021年5月22日披露了相应的公告以及中介机构意见。 

   4、公司于2021年7月3日披露了《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浙江铖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至深交所主板上

市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受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3），中国证监会依据相关规定对

铖昌科技报送的本次发行上市的申请报告及相关文件进行了核对，认为文件齐备，决定予以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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