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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842                           证券简称：帝科股份                           公告编号：2021-083 

无锡帝科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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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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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科股份 股票代码 30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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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莉 毛宇萍 

办公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宜兴市屺亭街道永宁路 11

号创业园二期 B2 幢 

江苏省无锡市宜兴市屺亭街道永宁路 11

号创业园二期 B2 幢 

电话 0510-87825727 0510-87825727 

电子信箱 ir@dkem.cn ir@dke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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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5,367,834.99 499,452,589.15 179.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8,266,427.55 48,284,828.64 41.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59,303,645.32 21,891,533.47 170.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7,956,147.77 -210,246,652.93 20.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8 0.64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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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8 0.64 6.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86% 11.31%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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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3,536,095.27 1,618,609,280.55 26.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03,272,231.78 834,590,153.02 8.2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6,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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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卫利 境内自然人 19.30% 19,302,669 19,302,669 质押 6,480,000 

新疆 TCL 股

权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9.98% 9,981,202 0   

钱亚萍 境内自然人 8.30% 8,297,992 0 质押 3,600,000 

无锡尚辉嘉

贸易合伙企

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92% 4,919,200 4,919,200   

闫经梅 境内自然人 3.79% 3,792,748 3,792,748   

深圳市富海

新材二期创

业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45% 3,449,999 0   

深圳市富海

新材股权投

资基金（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0% 3,000,000 0   

北京集成电

路设计与封

测股权投资

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36% 2,361,583 0   

上海聚源聚

芯集成电路

产业股权投

资基金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6% 2,062,033 0   

上海创祥创

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3% 1,733,82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史卫利持有 100%股权的无锡而为科技有限公司是无锡尚辉嘉贸易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之执行事务合伙人； 

2、闫经梅系史卫利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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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深圳市富海新材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之执行事务合伙人东方富海（芜湖）股权

投资基金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与深圳市富海新材二期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之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富海鑫湾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有限合伙），有相同的执

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东方富海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新疆 TCL 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直接持有上海创祥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46%

的合伙份额，为其第一大合伙人；新疆 TCL 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直接持有上海创祥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创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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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股权激励事项 

公司于2021年3月26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及于2021年4月14日召开的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与股权激励相关议案。2021年5月11日，公司召开的第一届董

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确定以2021年5月11日为授予日，以32.51元/股的授予价格向符合授予条件的10名激励对象授予100.00万股

第二类限制性股票。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员工，充

分调动其积极性和创造性，有效提升核心团队凝聚力和企业核心竞争力，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核心团队结合在一

起，使各方共同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 

 

2、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部分股份上市流通 

2021年6月18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部分股份上市流通，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44,511,174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44.5112%，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20名，其中自然人股东9名，非自然人股东11名。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6月15

日公司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部分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2021-047）。 

 

3、公司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并聘任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 

2021年6月10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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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人的议案》、《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日，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2021年6月28日，公司召开职工代表

大会选举产生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6月29日，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

相关议案；6月29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公司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于2021年6月12日披露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1-041）、《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42）、6月29日披露的《关于选举职

工代表监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8）、《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49）、《关于完成董

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2）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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