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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07                           证券简称：慈星股份                           公告编号：2021-071 

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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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星股份 股票代码 30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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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雪兰 戴斌琴 

办公地址 浙江省宁波杭州湾新区滨海四路 708 号 浙江省宁波杭州湾新区滨海四路 708 号 

电话 0574-63932279 0574-63932279 

电子信箱 ir@ci-xing.com ir@ci-x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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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3,430,394.17 680,430,395.92 75.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7,783,738.11 -17,622,244.71 654.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84,700,311.28 -25,577,762.77 431.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7,493,048.57 7,501,459.41 1,066.3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02 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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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02 7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2% -0.55% 74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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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0,496,138.03 3,562,763,897.10 7.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52,091,315.98 2,559,489,117.98 3.6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4,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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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裕人智慧

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39% 135,754,541  质押 108,000,000 

裕人企业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15.81% 123,377,907  质押 60,000,000 

徐松达 境内自然人 5.14% 40,100,000    

刘少林 境内自然人 5.01% 39,100,000  冻结 30,000,000 

广微控股（珠海

横琴）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00% 39,027,089    

杭州秉怀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秉怀善世德

博 1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2.83% 22,123,333    

宁波创福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20% 17,210,107    

宁波福裕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18% 16,999,972    

陈炫霖 境内自然人 1.99% 15,529,900    

孙平范 境内自然人 1.50% 11,700,056 8,775,04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控股股东宁波裕人智慧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孙平范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

裕人企业有限公司（股东之一为孙平范）、宁波创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人之

一为孙平范近亲属）、宁波福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部分合伙人为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广微控股（珠海横琴）有限公司（陈炫霖为其一致行动人），除上述情况外，公司

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徐松达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股 0 股，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股 40,100,000 股，共计持股 40,100,000 股；股东陈炫霖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

股 0 股，通过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15,529,900 股，共计

持股 15,529,900 股；股东熊鹰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股 0 股，通过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8,900,000 股，共计持股 8,900,000 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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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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宁波裕人智慧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日期 2021 年 03 月 03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1 年 03 月 0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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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来看，横机行业在经历过去三年的低谷后，今年市场有所复苏。一方面市场保持了新老设备的持续更新换代；另一

方面，随着海外疫情的持续，部分订单的回流使得下游市场对国内横机设备需求增加。当下，国内横机企业加大新技术的研

究，继续开发并完善新机型与新技术，为产业升级做准备。 

当前纺机行业面临的发展形势不稳定因素还是较多，国际市场需求复苏乏力、贸易环境风险上升等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

同时受制造业各类原材料大幅上涨，国际货运费用持续攀升、汇率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纺机行业持续复苏的基础仍

待巩固，企业生产营业面临压力依然不减。 

公司是电脑针织横机国家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通过多年的行业运营和技术积累，公司对针织机械行业的变化特点、发

展趋势和技术演进特点具有深刻理解。公司对原有电脑横机的更新迭代及一线成型设备的推出，在技术研发和创新、品牌沉

淀与积累、营销与售后服务等方面取得了行业先发优势。公司一直公司致力于为全球客户提供更高效、更稳定、更智能的针

织设备，同时也为中国纺织行业转型升级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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