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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61                             证券简称：烽火电子                             公告编号：2021-039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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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烽火电子 股票代码 000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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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文刚 杨婷婷 

办公地址 陕西宝鸡清姜路 72 号烽火电子董事会办公室 陕西宝鸡清姜路 72 号烽火电子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 0917-3626561 0917-3626561 

电子信箱 sxfh769@163.com sxfh769@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576,944,164.03 486,360,723.42 489,081,007.60 17.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020,649.43 8,970,887.88 10,479,425.21 5.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655,111.27 6,435,309.46 7,943,846.79 -79.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3,650,159.28 -69,870,576.73 -74,295,815.12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1 0.01 1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1 0.01 1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0% 0.60% 0.70% -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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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3,729,851,826.71 3,466,596,206.74 3,572,525,830.26 4.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82,595,977.99 1,499,604,852.57 1,571,498,699.65 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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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51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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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陕西烽火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1.69% 252,085,786 0 质押 110,000,000 

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74% 77,037,508 0   

何海潮 境内自然人 1.72% 10,382,314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中

证军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94% 5,706,60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

证军工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1% 3,090,90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中

证军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38% 2,272,700 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均

衡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2% 1,907,771 0   

林雅莉 境内自然人 0.27% 1,625,900 0   

王筱泉 境内自然人 0.26% 1,547,600 0   

陕西电子信息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25% 1,5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陕西烽火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

股东，陕西电子信息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三者是"一致行动人"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中其他

股东之间、前十名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所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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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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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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月 27日，公司披露《关于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进入换股期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1-004），公司收到控股股东烽火集团关于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进入换股期的通知，

本期债券换股期限自 2021年 2月 1日起至 2023年 7月 28日止。内容请详见 2021年 1月 27日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21年 4月 22日，公司披露《关于设立北京研发中心暨购买房产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15），

中创芯中心项目中的第 10号楼 101、102号房已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并取得不动产登记证。北京研发中心
以“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通信技术分公司”形式设立，目前已办理完成工商登记手续，相关税

务登记证及银行开户许可证也已开立完成。内容请详见 2021年 4月 22日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2021年 5月 13日，公司披露《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2），内容请详见

2021年 5月 13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21年 5月 18日，公司披露《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3）、《关于公司监事辞

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4），内容请详见 2021年 5月 18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21年 7月 22日，公司披露《关于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债券换股进展暨权益变动比例超过 1%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6），内容请详见 2021年 7月 22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董事长：宋涛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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