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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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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

度报告全文。 

1.2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于本报告中详细描述可能存在的相关风险因素及其可能带来的影响，敬请投资者查阅 

“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五、风险因素”。 

1.3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除未出席董事外）、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1.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陈大同 个人原因 无 

除上述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1.5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6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董事会拟定公司2022年半年度利润预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

，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5.50元（含税）。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

12,000万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6,600万元（含税），占公司2022年半年度期末

可供分配利润的12.19%。本次利润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

转以后年度分配。若公司利润分配预案公布后至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将按照分配总额

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公司2022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该利润分配

预案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1.7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人民币普通股（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中科蓝讯 688332 不适用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仕兵 黄玉珊 

电话 0755-26658506 0755-26658506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道高发社区侨

香路4068号智慧广场A栋1301-1 

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道高发社区侨

香路4068号智慧广场A栋1301-1 

电子信箱 ir@bluetrum.com ir@bluetrum.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1,035,781,636.77 959,233,102.96 7.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72,600,198.57 872,549,061.19 11.47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 541,938,521.63 597,434,188.55 -9.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3,340,103.32 141,288,987.01 -33.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4,785,917.77 111,815,311.48 -24.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4,560,888.55 -85,718,624.80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15 19.51 减少9.3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4 1.57 -33.7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4 1.57 -33.76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4.64 6.47 减少1.83个百分点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2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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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转融

通借出股

份的限售

股份数量 

质押、标

记或冻

结的股

份数量 

黄志强 境内自然人 35.16 31,643,214 31,643,214 31,643,214 无 0 

珠海市中科蓝讯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74 15,068,197 15,068,197 15,068,197 无 0 

珠海市中科蓝讯科技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74 15,068,197 15,068,197 15,068,197 无 0 

深圳市创元世纪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07 13,561,377 13,561,377 13,561,377 无 0 

江苏疌泉元禾璞华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33 2,094,879 2,094,879 2,094,879 无 0 

苏州璞华远创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0 1,803,607 1,803,607 1,803,607 无 0 

中金浦成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6 1,496,342 1,496,342 1,496,342 无 0 

深圳市南山红土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4 1,472,851 1,472,851 1,472,851 无 0 

深圳市红杉瀚辰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0 1,352,705 1,352,705 1,352,705 无 0 

上海聚源聚芯集成电路产

业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3 1,197,074 1,197,074 1,197,074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黄志强与深圳市创元世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的合伙人之间存在亲属关系，深圳市创元世纪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之间存在亲属关系； 

2、江苏疌泉元禾璞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为苏州璞华远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

合伙人，江苏疌泉元禾璞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与苏州璞华远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同

为元禾璞华（苏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私募基金。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2.4 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6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7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8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