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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76                           证券简称：容大感光                           公告编号：2021-058 

深圳市容大感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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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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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大感光 股票代码 300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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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启上 罗诚颖 

办公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新田社区新田大道

71-5 号 301（1-3 层） 

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新田社区新田大道

71-5 号 301（1-3 层） 

电话 0755-27312760 0755-27312760 

电子信箱 samcai@szrd.com luocy@szr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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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572,875.22 234,189,274.09 54.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4,602,553.63 22,824,953.16 7.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2,191,725.96 21,373,422.46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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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1,764,318.96 4,173,463.67 421.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2 8.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2 8.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6% 4.81%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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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3,934,956.47 1,011,401,807.13 6.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54,081,698.16 511,848,643.24 8.2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2,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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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海望 境内自然人 13.53% 25,457,286 19,092,965 质押 12,600,000 

杨遇春 境内自然人 12.85% 24,179,504 18,134,628   

黄勇 境内自然人 12.85% 24,179,502 18,134,627   

刘启升 境内自然人 10.76% 20,237,844 16,170,432   

刘群英 境内自然人 9.27% 17,433,621 0   

魏志均 境内自然人 2.80% 5,265,022 3,948,766   

上海言旭贸易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3% 1,564,332 0   

牛国春 境内自然人 0.30% 560,492 560,492   

王晓杰 境内自然人 0.27% 510,000 0   

蔡启上 境内自然人 0.23% 427,461 331,69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林海望、黄勇、刘启升、杨遇春、刘群英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一

致行动人，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它上述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无限售流

通股股东与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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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王晓杰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 51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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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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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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容大定转 容大定转 124019 2021 年 01 月 13 日  2026 年 01 月 12 日  12,480 

第一年 0.30% 

第二年 0.50% 

第三年 1.00% 

第四年 1.50% 

第五年 1.8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48.41% 49.39%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222.14  

三、重要事项 

1、公司以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牛国春、袁毅、李慧、石立会共 4 人合计

持有的广东高仕电研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相关事宜的说明。 

（1）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6 日出具的《证券初始登记确

认书》，容大感光向牛国春、袁毅、李慧、石立会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初始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经

登记的证券类型为可转换公司债券，证券简称为容大定转，证券代码为 124019，证券数量为 1,248,000。 

（2）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5 日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

理确认书》，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已经受理容大感光向本次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登

记申请材料，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容大感光的股东名册。容大感光本次向牛国春、袁毅、李慧、

石立会发行新股数量为 753,349.00 股，发行后容大感光总股为 156,753,349.00 股。 

（3）受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政策变动及市场环境变化的影响，2021 年 7 月 16 日，公司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取消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的议

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同意取消配套融资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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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定向可转换公司债券

发行结果暨登记完成的公告 

2021年01月26日 巨潮资讯网 （公告编号：2021-003） 

深圳市容大感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

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 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报告书暨

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 

2021年01月28日 巨潮资讯网 （公告编号：2021-005）及

上市公告书 

关于取消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的公告 2021年07月16日 巨潮资讯网 （公告编号：2021-047） 

2、公司为积极推进战略布局，提升公司综合实力，于 2021 年 8 月 13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拟在广东省珠海市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珠海市容大感光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3,000 万元人民币。具体内容详见 2021 年 8 月 13 日在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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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为《深圳市容大感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之签字、盖章页，无

正文】 

 

 

 

 

 

深圳市容大感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勇 

2021 年 8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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