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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71                             证券简称：北方华创                            公告编号：2021-055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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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方华创 股票代码 002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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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晓宁  孙铮 

办公地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文昌大道 8 号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文昌大道 8 号 

电话 010-57840288 010-57840288 

电子信箱 wangxiaoning@naura.com sunzheng@naur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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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608,358,719.53 2,176,996,774.42 65.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10,345,603.44 184,077,524.43 68.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24,962,619.71 98,834,041.48 127.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9,107,008.17 549,988,627.24 -136.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251 0.3735 67.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251 0.3735 67.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7% 3.05%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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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25,277,100.14 17,518,033,652.78 2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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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112,337,704.78 6,780,875,585.98 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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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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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七星华电科技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5.88% 178,175,721 0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47% 51,983,223 9,695,763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7.92% 39,328,803 14,866,83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4.66% 23,120,011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诺安成

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97% 9,758,719 0   

北京京国瑞国企改

革发展基金（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88% 9,322,177 8,079,80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银河创新成

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05% 5,200,000 0   

北京硅元科电微电

子技术有限责任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8% 3,383,90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夏国

证半导体芯片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59% 2,919,403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诺安和鑫保

本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51% 2,528,00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为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股东。除此之外，

本公司未知其他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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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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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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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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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期超短期融

资券 

21 北方华创
SCP002 

012102391 2021 年 06 月 29 日 2021 年 10 月 28 日 50,000 2.55%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66.35% 59.40%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47.91 15.77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175.95 83.04 

三、重要事项 

截至目前，公司 2019 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高端集成电路装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装备创新中心楼建设完成并投入使

用，项目研发及产业化验证工作按计划推进中；“高精密电子元器件产业化基地扩产项目”厂房建设完成并正式投产。公司

2021 年非公开发行事项于 4 月通过董事会审议，拟募集资金不超过 85 亿元，主要用于公司半导体装备研发项目、产业化扩

产项目和精密元器件扩产项目建设，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已于 8 月 24 日取得证监会核准批复。2021 年非公开发行项目实施

后，将进一步增强公司研发和产业化能力，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行权期于 2021 年 6

月完成行权，第二行权期于 7 月底开始行权，股权激励实施效果显著。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赵晋荣 

2021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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