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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82                     证券简称：英飞特                  公告编号：2021-073 

英飞特电子（杭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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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飞特 股票代码 300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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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佩贤 雷婷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虹路 459 号 A 座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虹路 459 号 A 座 

电话 0571-56565800 0571-56565800 

电子信箱 sc@inventronics-co.com sc@inventronics-c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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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2,056,997.37 410,010,301.07 61.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1,835,345.92 39,624,111.08 106.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77,738,171.25 36,136,673.97 115.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484,336.49 52,517,563.12 -81.9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 0.21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 0.21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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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46% 3.67%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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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9,385,669.24 1,979,719,533.55 14.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93,441,022.78 1,230,087,327.70 5.1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3,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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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ICHAO 

HUA 
境外自然人 37.09% 109,919,285 86,525,732 质押 49,200,000 

JPMORGAN 

CHASE 

BANK,NATIO

NAL 
ASSOCIATION 

境外法人 3.58% 10,599,826 0   

袁仁泉 境内自然人 2.61% 7,748,375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交银施罗德

趋势优先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2.04% 6,043,725 0   

徐双全 境内自然人 1.87% 5,542,954 0   

林蔚山 境内自然人 1.59% 4,700,000 0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兴全商业模

式优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LOF） 

其他 1.54% 4,566,550 0   

程吉慧 境内自然人 1.00% 2,955,000 0   

泰康人寿保险

有限责任公司

－投连－行业

配置 

其他 0.98% 2,890,725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博时创新精

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97% 2,865,1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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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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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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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对外投资事项 

（1）公司于2020年3月2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以4,000,000美元认购Agrify公司新发行的40,000股A系列可转换优先股。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

已收到Agrify公司颁发的40,000股A系列可转换优先股的PA-7证书（《Certificate PA-7 for Inventronics(Hangzhou),Inc.》），

公司已成为Agrify公司已缴足股款且无需承担其他缴款义务的四万（40,000）股A系列可转换优先股的股东。Agrify公司于2021

年1月28日（美国东部时间）在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完成IPO并挂牌上市，股票代码“AGFY”。具体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

网发布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0-017、2020-021、2020-022、2020-059、2021-006）。 

（2）公司于2020年12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投资产业基金的议案》，公司作为有限

合伙人以自有资金出资3,000万元人民币投资杭州芯岚微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公告编号：2020-125）。截止本

公告日，芯岚微已完成变更有限合伙人及基金规模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杭州市高新区（滨江）市场监督管理局换

发的《营业执照》。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已经完成出资款的支付，支付金额为3,000万元。具体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发

布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1-002、2021-005）。 

（二）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报告期内，公司于2021年3月2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聘任姚永华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CFO），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1-013）。 

（三）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离职的原18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206,350股的回购注销手续。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0-064、2020-073、2020-085、

2020-093、2020-108、2020-121、2021-009）。 

（四）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事项 

1、报告期内，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以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和第

二类限制性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实施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份部分来源于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

通股股票，部分来源于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并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相关事项。具体详见公司于2021年5月10日、2021年5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其

草案以及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1-041、2021-047） 

2、报告期内，根据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结果以及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调整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授予对象、授予数量、授予价格。调整后，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数为693.483万股，第一类限制性股票授

予数量86.01万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607.473万股。其中，首次授予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数量487.473万股，

预留部分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仍为120万股。激励对象由190人调整为185人。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

告（公告编号：2021-056）。 

3、报告期内，董事会根据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确定以2021年6月25日为授予日，以5.567元/股向14名激

励对象授予77.61万股第一类限制性股票，以6.194元/股向170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487.473万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并暂缓授



英飞特电子（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4 

予林镜女士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1-055）。本次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已完成授予登记并已于2021年7月20日上市，实际首次成功授予激励对象13人第一类限制性股票

共计61.8600万股，其中来源于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41.5664万股，来源于公司向激励对象定

向发行的本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20.2936万股。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1-060、

2021-062）。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三、重要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