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3021                    证券简称：兆威机电                   公告编号：2021-068 

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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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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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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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兆威机电 股票代码 003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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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泽恋  

办公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燕川社区燕湖路

62 号 
 

电话 0755-27323929  

电子信箱 zqb@szzhaowe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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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5,422,465.12 550,395,109.15 -2.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8,615,170.34 109,965,408.83 -19.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75,372,412.67 101,039,325.74 -25.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4,298,037.99 67,399,472.16 69.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2 0.86 -39.53% 



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2 0.86 -39.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6% 14.70% -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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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2,452,809.37 3,114,376,307.77 1.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61,507,785.02 2,772,512,453.53 -0.4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4,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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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前海兆威金融

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5.47% 60,800,000 60,800,000   

李海周 境内自然人 18.19% 31,184,000 31,184,000   

共青城聚兆德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27% 17,600,000 17,600,000   

共青城清墨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27% 17,600,000 17,6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泰康策

略优选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8% 1,000,00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诺安先

锋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53% 909,911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博时主

题行业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LOF） 

其他 0.48% 827,90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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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伟群 境内自然人 0.48% 820,800 820,800   

中泰证券资管－招

商银行－中泰星河

12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36% 612,739 0   

吴建凤 境内自然人 0.29% 504,679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李海周为兆威控股的执行董事、总经理，持有兆威控股 55%的份额； 

李海周配偶谢燕玲持有兆威控股 45%的份额； 

李海周为聚兆德投资的有限合伙人，持有聚兆德投资 3.09%的份额； 

李海周配偶谢燕玲为聚兆德投资的有限合伙人，持有聚兆德投资 16.40%的份额； 

李海周为清墨投资的有限合伙人，持有清墨投资 50%的份额； 

李海周配偶谢燕玲为清墨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持有清墨投资 50%的份额； 

谢伟群为李海周配偶谢燕玲的弟弟；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吴建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股 0 股，信用账户持股 504,679 股，合计持有 504,679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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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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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事项概述 具体内容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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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项概述 具体内容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延长股份锁定期  
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2 日披露的《关于延长

股份锁定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3）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董事会换届选举 
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7 日披露的《关于董事

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7）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监事会换届选举 
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7 日披露的《关于监事

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8）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1年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2 日披露的《2021 年限

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第一届

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1-012）、《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1-013）；于 2021 年 4 月 21

日披露的《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公告》（公告编号：

2021-047）；于 2021 年 5 月 21 日披露的《关于

调整 2021 年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

数量及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061）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签署《项目投资协议》并成立苏州子公司 

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9 日披露的《关于拟签

署<项目投资协议>并成立苏州子公司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29）、于 2021 年 4 月 13 日

披露的《关于签订<项目投资协议> 暨对外投资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44）、于 2021

年 5 月 8 日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取得营业执

照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6）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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