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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38                            证券简称：广和通                            公告编号：2021-093 

深圳市广和通无线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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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和通 股票代码 300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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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仕江 曹睿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西丽社区打石一

路深圳国际创新谷六栋 A 座 11 楼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西丽社区打石一

路深圳国际创新谷六栋 A 座 11 楼 

电话 0755-26520587 0755-26520587 

电子信箱 zqb@fibocom.com zqb@fibo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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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1,759,954.07 1,266,424,054.99 43.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02,677,459.32 137,620,728.34 47.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177,585,733.63 125,671,149.30 41.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19,713,170.97 79,332,283.62 -37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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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928 0.3388 45.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903 0.3372 45.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28% 10.09%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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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3,044,334.82 2,920,471,618.06 32.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14,825,885.10 1,562,132,866.28 9.7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2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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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天瑜 境内自然人 43.48% 179,716,282 134,787,211 质押 36,947,800 

新余市广和

创虹企业管

理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90% 28,539,721 0 质押 5,397,500 

应凌鹏 境内自然人 4.30% 17,766,360 14,706,360 质押 3,060,000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睿远成长

价值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3.55% 14,662,412 0   

广东红土创

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红

土并购基金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2.47% 10,221,668 0   

全国社保基

金四零六组

合 

其他 1.66% 6,874,658 0   

许宁 境内自然人 0.98% 4,063,850 3,072,452 质押 1,160,080 

建信（北京）

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81% 3,355,390 0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汇添

富移动互联

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77% 3,169,281 0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其他 0.63% 2,592,11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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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全轻资

产投资混合

型证券投资

基金（LOF）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股东应凌鹏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4.30%的股份，通过新余市广和创虹企业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 0.92%的股份，同时担任新余市广和创虹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唯一的普通合伙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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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821,759,954.07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3.85%，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02,677,459.32元，同比增长47.27%。报告期内物联网行业发展态势良好，随着公司产品线的丰富及营销布局的逐渐完善，

市场拓展效果明显；同时，在物料紧张的背景下，公司积极备料保障产品交付，积极响应客户需求，整体收入和净利润实现

增长。报告期内对公司未来发展可能产生重要影响的事项如下： 

    1、2021年上半年，公司发布并实施2021年股权激励计划，向公司三百余名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

技术（业务）人员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有利于激发员工积极性和组织活力，实现员工利益、公司利益与股东利益的

统一。 

    2、报告期内，公司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深

圳前海红土并购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建信华讯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合计

持有的深圳市锐凌无线技术有限公司51%股权。同时，向不超过35名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次交易完成后深圳

市锐凌无线技术有限公司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报告期内本次交易事项尚未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经申请，公司股票于2021年7月2日开市起停牌。2021年7月12日，公

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广和通无线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经申请，公司股票于2021年7月13日上午开市起复

牌。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审计、评估等工作仍在进行中，本次交易尚需满足多项条件方可完成，包括但不限于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注册同意实施本次交易等。本次交易能否通过股东大会

审议以及能否取得上述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或同意存在不确定性，以及上述事项取得相关批准或同意的时间也存在不确定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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