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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73              证券简称：当升科技              公告编号：2021-080 

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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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本公司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对 2021 年

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情形。 

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彦彬、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邹纯格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刘菲声明：保证公司 2021 年

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公司全体董事均出席了审议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财务报表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内的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 2021 年半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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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升科技 股票代码 30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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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纯格 陶勇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号总部基地

18区 21号楼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号总部基地

18区 21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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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10-52269718 010-52269718 

电子信箱 securities@easpring.com securities@easpr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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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988,567,816.67 1,090,381,072.42 174.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47,027,808.14 146,079,984.95 206.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291,294,788.73 113,474,902.78 156.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8,901,753.97 183,382,663.58 -159.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855 0.3345 194.6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855 0.3345 194.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11% 4.72% 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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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58,569,236.18 5,941,350,703.71 15.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183,010,528.54 3,810,844,268.07 9.77% 

注：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差异较大的原因为：远期结汇到

期及公允价值变动的收益和中科电气股票出售及公允价值变动的收益 10,615.42万元，追回比克等公司欠款，单项计提坏账

准备转回 6,582.62万元，以及相关政府项目分摊至当期损益 1,112.28万元等共计 18,353.56万元计入非经常性损益，上述

事项所得税影响额共计 2,780.25万元，扣除所得税影响，影响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573.3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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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44,00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持股 5%以上的普通股股东或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报告期末 

持股数量 

报告期内增

减变动情况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持有无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39% 115,160,393 16,897,765 16,897,765 98,262,628 —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8.02% 36,359,902  10,737,842 0 36,359,902  —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能源革新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82% 21,883,479  15,574,097 0 21,883,479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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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80% 21,775,656  7,404,055 0 21,775,656  — 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东方新能源汽车主题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62% 7,346,413  5,124,211 0 7,346,413  — 0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18% 5,350,098  3,598,453 0 5,350,098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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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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84% 3,818,562  717,902 0 3,818,562  — 0 

刘恒才 
境内自然

人 
0.76% 3,449,846  0 0 3,449,846  — 0 

姚福来 
境内自然

人 
0.61% 2,781,818  1,060,854 0 2,781,818  — 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005L-CT001深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61% 2,744,827  -417,773 0 2,744,827  —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关系。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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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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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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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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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公司 2020 年向控股股东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当升科技(常

州）新材料有限公司 31.25%股权。本次收购完成后，当升科技(常州）新材料有限公司成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16,897,765 股新股已于 2021 年 1 月 6 日上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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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换届事项 

鉴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届满，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0 日召开了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监事会成员，顺利完成了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公司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董事长、监事会主席、董事会各专门

委员会成员，并聘任了公司新一届管理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

的相关公告。 

3、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事项 

公司于 2021年 5月 11日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

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决定向包括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在内的不超过 35 名（含 35名）

特定投资者发行 A 股股票，拟募集资金不超过 464,500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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