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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51                           证券简称：迈为股份                           公告编号：2021-067 

苏州迈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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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迈为股份 股票代码 300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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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琼 徐孙杰 

办公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经济开发区庞金路 1801

号庞金工业坊 D02 幢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经济开发区庞金路 1801

号庞金工业坊 D02 幢 

电话 0512-63920089 0512-63920089 

电子信箱 bod@maxwell-gp.com.cn zqb@maxwell-gp.com.cn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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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238,776,194.91 937,982,794.94 32.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2,059,368.47 189,273,235.97 33.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37,429,366.59 144,744,671.95 64.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03,636,948.74 -52,608,607.01 677.1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47 3.64 -3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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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44 3.58 -31.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68% 13.10%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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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72,204,882.15 4,651,970,265.50 34.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556,580,809.26 1,746,353,669.45 46.4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2,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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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剑 境内自然人 23.42% 24,145,184 24,145,184 质押 6,940,440 

王正根 境内自然人 18.08% 18,643,030 18,643,030 质押 3,779,280 

上海浩视仪器

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44% 5,610,212 0   

吴江东运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17% 5,331,247 0   

苏州迈拓投资

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45% 4,592,524 4,592,524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87% 3,991,951 0   

施政辉 境内自然人 2.56% 2,635,180 2,634,100   

JPMORGAN 

CHASE 
BANK,NATIO
NAL 
ASSOCIATION 

境外法人 1.83% 1,888,394 0   

董敏 境内自然人 1.24% 1,281,600 0   

UBS   AG 境外法人 0.85% 877,729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周剑与王正根为一致行动人，两人合计直接持有公司 42,788,214 股，占报告期内股份总数

的 41.50%，通过苏州迈拓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实际控制公司 4.45%的股份，合计控制公

司 45.96%的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未知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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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敏通过信用账户持股数量为 1,276,800 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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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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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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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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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重要事项 

（一）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 

1、公司于2020年5月6日披露了《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以下简称“向特定对象发行”），拟向控股股东周剑及王

正根非公开发行股票。 

2、2020年10月22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收到<关于苏州迈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的公告》； 

3、2020年12月28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批复的公告》。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向上述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已进行完毕，本次实际发行数量为5,041,425股，发行的股份已于2021年2月1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

公告书》（公告编号：2021-009）。 

（二）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事项 

公司于2021年4月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预案的议案》：以公司截至2021年3月31日总股本57,277,22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元（含税），不送

红股；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8股。 

在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披露日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股本若因股权激励行权、新增股份

上市等事项发生变化，公司将按照“现金分红比例、送红股比例、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比例固定不变”的原则，即保持每10

股派发现金红利15元（含税）不变，每10股转增8股不变，相应调整利润分配总额和转增股本总额。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2020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详见公司2021年5月10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0年年度权益分

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1-045）。 

（三）对外投资事项 

1、苏州鑫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1年2月10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专业机构合作投资设立产业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公司拟与苏州鑫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同运仁和创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苏州鑫泽睿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共同投资设立产业基金，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使用自有资金认缴出资4,500万元人民币。详见公司2021年2

月10日披露的《关于拟与专业机构合作投资设立产业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5）。截至报告期末，公

司已完成全部出资。 

2、苏州芯动能科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1年4月9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的议案》。公司拟

与张家港益辰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芯动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他有限合伙人进行合作，公司拟作为有限

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5,000万元，参与投资苏州芯动能科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详见2021年4月10日披露的

《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9）。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出资3,500万元，剩余投资额将

在后续投入。 

3、苏州君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1年5月18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的议案》，公司

拟与苏州协立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及其他有限合伙人进行合作，拟使用自有资金出资1,000万元参与投资设立苏

州君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详见公司2021年5月18日披露的《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48）。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暂未出资。 

4、厦门海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8日，公司召开管理层会议，会议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4,000万元认购厦门海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新增注册

资本177.7778万元，出资完成后占其认缴出资额的1.36%，并与厦门海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原股东签署了《增资协议》。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完成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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