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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13                证券简称：英可瑞            公告编号：2022-049 

深圳市英可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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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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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可瑞 股票代码 30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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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琥 向慧 

电话 0755-26580610 0755-26580610 

办公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宝龙社区
宝龙二路 60号英可瑞工业园英
可瑞科技楼 11层 

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宝龙社区
宝龙二路 60号英可瑞工业园英
可瑞科技楼 11层 

电子信箱 zjb@szincrease.com zjb@szincrease.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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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48,335,476.91 121,874,309.21 21.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052,594.00 9,545,382.05 -184.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10,246,547.74 4,793,813.00 -31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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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529,089.25 15,010,317.24 -156.8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10 0.0605 -184.3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10 0.0605 -184.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1% 1.32%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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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1,348,532.22 988,262,890.00 0.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22,650,596.80 729,198,399.97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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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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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伟 
境内自
然人 

44.81% 70,705,092 53,346,294   

邓琥 
境内自
然人 

7.74% 12,205,790 9,154,342   

刘文锋 
境内自
然人 

6.93% 10,932,614 8,199,460   

建水县
深瑞企
业管理
中心
（有限
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34% 5,272,587    

吕有根 
境内自
然人 

1.69% 2,667,758    

何勇志 
境内自
然人 

1.63% 2,576,938 1,932,703   

丰建国 
境内自
然人 

1.34% 2,120,900    

UBS 
  
AG 

境外法
人 

0.52% 819,123    

周军 
境内自
然人 

0.38% 607,300    

王瑞香 
境内自
然人 

0.25% 400,720    

上述股东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自然人股东邓琥持有建水县深瑞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股份，除此之外公司未
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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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丰建国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697,700 股外，还通过申万宏源西部证券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423,200股，实际合计持有 2,120,9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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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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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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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股权激励 

报告期内，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处于实施状态，具体实时进展情况如下： 

1、2022 年 2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第

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

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召开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等议案，独立董

事已就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22 年 2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第

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实〈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等议案。 

3、2022 年 2 月 23 日至 2022 年 3 月 4 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确定的激励对象

的姓名和职务进行了内部公示。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异议，无反馈记录。

2022 年 3 月 4 日，公司披露《监事会关于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

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4、2022 年 3 月 4 日，公司披露《关于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

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22 年 3 月 11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相关事项的议案》等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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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22 年 3 月 11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独立董事已就本议案

发表了独立意见。 

7、2022 年 5 月 10 日，公司披露《关于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

权登记完成的公告》，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

核确认，公司已完成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工作。首次授予登记数量 

480.0009 万份，首次授予登记人数 159 人。 

  

（二）新增募投项目 

2022 年 2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募投项目暨变更部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随着公司业务发展，加快产能规划及产业布局，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拟新增“英可瑞智能高频开关电源产业园上海基地项目”项目（以下简称“上海基地项

目”）作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项目总投资金额 23,320.21 万元，

其中拟使用募集资金 13,000 万元，上述拟使用的募集资金来自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智能高频开关电源产业化项目”（以下简称“产业化项目”）和

“智能高频开关电源研发中心项目”（以下简称“研发中心项目”）的部分尚未使用募集

资金，其中使用产业化项目 10,000 万元募集资金、使用研发中心项目 3,000 万元募集

资金。本次拟变更调整募集资金金额为 13,000 万元，占募集资金净额 38,500 万元的 

33.77%。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将通过对上海瑞醒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上海瑞醒”，为公司全资孙公司）进行增资及实缴注册资本的方式将拟变更调整募

集资金金额为 13,000 万元划拨至上海瑞醒银行账户，上海瑞醒将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

储及使用管理。 

具体详见公司 2022 年 2 月 23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新增募投项目暨变更部分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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