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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台基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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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未发生变更，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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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37,171,37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00 元

（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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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基股份 股票代码 30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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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进 钱璟 

办公地址 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胜利街 162 号 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胜利街 162 号 

传真 0710-3500847 0710-3500847 

电话 0710-3506236 0710-3506236 

电子信箱 securities@techsem.com.cn securities@techsem.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主营功率半导体器件的研发、制造、销售及服务，主要产品为大功率晶闸管、整流管、IGBT、电力半导体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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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态脉冲功率开关等功率半导体器件，广泛应用于工业电气控制系统和工业电源设备，包括冶金铸造、电机驱动、电机节能、

大功率电源、智能电网、轨道交通、新能源等行业和领域。公司采用垂直整合（IDM）一体化的经营模式，具备自主技术的

芯片设计、制程、封装、测试完整产业链；产品销售采取直营销售和区域经销相结合的模式，营销渠道通畅，市场地位稳固。 

2、公司在行业中的地位 

台基股份在功率半导体器件行业的综合实力、器件产能和销售规模位居国内同业前列，是国内最具规模的功率半导体器

件生产企业之一。公司产品品种规格齐全，应用领域宽泛，具有产能交付和质量优势，在电机节能控制和冶金铸造领域保持

长期领先优势，在高端应用领域和国家重大专项的器件配套能力持续增强。2021年，功率半导体行业市场需求回升，公司推

进市场结构和产品结构优化调整，积极稳妥应对各种不利因素，科学组织生产经营，保障了功率半导体业务的稳健增长。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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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1,107,347,834.56 769,275,218.09 43.95% 806,758,165.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26,771,637.38 642,478,361.29 59.81% 610,160,550.58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329,009,071.34 388,244,929.38 -15.26% 264,937,838.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087,780.91 32,244,590.70 36.73% -220,028,922.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425,556.26 24,091,943.05 51.19% -268,444,990.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028,853.29 66,195,285.75 -62.19% 15,971,171.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11 0.1513 26.31% -1.032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11 0.1513 26.31% -1.03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9% 5.15% -0.36% -29.25%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72,639,092.70 88,063,422.57 102,999,396.93 65,307,159.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329,780.48 16,712,440.29 22,778,018.37 -11,732,458.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065,053.99 15,675,409.32 18,593,958.14 -12,908,865.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161,073.27 12,297,053.72 8,458,413.94 17,434,458.9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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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9,432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5,609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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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襄阳新仪元半导体有限责

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32% 62,258,000 0   

深圳市华润资本股权投资

有限公司－润科（上海）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 4.95% 11,705,685 0   

汉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0% 3,545,153 0   

张斌 境内自然人 0.83% 1,969,040 0   

陈丹胜 境内自然人 0.56% 1,314,701 0   

周新伟 境内自然人 0.30% 721,200 0   

罗丹妮 境内自然人 0.28% 673,300 0   

深圳正圆投资有限公司－

正圆壹号私募投资基金 
其他 0.23% 550,800 0   

赵春雷 境内自然人 0.18% 430,000 0   

尚亚宁 境内自然人 0.18% 421,5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除本报告披露的事项外，襄阳新仪元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

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除襄阳新仪元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之

外的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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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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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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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彼岸春天股权 

公司于2021年2月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

的议案》。公司于2021年2月22日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同意公司向北京乐也乐影视有限公

司出让北京彼岸春天影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彼岸春天”）88%股权。彼岸春天于2021年2月26日收到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本次股权转让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彼岸春天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2、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1年3月26日披露了《2020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等相关公告，完成了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的发行工作，发行股票数量23,411,371股，发行价格为每股14.95元，募集资金总额为349,999,996.45元。随后，公司、保荐机

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行分别签订《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专户管理。 

3、彼岸春天原股东补偿进展情况 

根据公司与彼岸春天原股东樟树市睿圣投资管理中心（以下简称“睿圣投资”）及姜培枫签订的《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和

《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睿圣投资、姜培枫应在2020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的二十个工作日内以现金额外

向公司补足2020年度业绩补偿款4,497.67万元，应在《减值测试报告》出具后的二十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向公司补偿

12,658.41万元，合计应向公司支付17,156.08万元。截止报告期末，姜培枫及睿圣投资均未向公司支付2020年度业绩承诺补偿

款和资产减值补偿款。公司已通过电话、邮件、邮寄催款函等方式联系姜培枫，催促对方履行补偿义务，并于2021年10月向

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4、实施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公司于2021年12月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等议案，2021年12月1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等议案，2021年12月24日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

案。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250.40万股限制性股票，约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1.06%。

其中，第一类限制性股票64.00万股，为一次性授予，无预留权益；第二类限制性股票186.40万股，首次授予166.40万股，预

留20.00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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