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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42                               证券简称：朗科科技                        公告编号：2021-063 

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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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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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科科技 股票代码 30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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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雅娜 王亚丽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南区高新南六道 10

号朗科大厦 16 层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南区高新南六道10号

朗科大厦 16 层 

电话 0755-2672 7600 0755-2672 7600 

电子信箱 ir@netac.com ir@neta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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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6,988,072.55 587,209,191.48 56.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2,971,204.25 47,740,804.83 -9.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33,408,312.66 38,550,257.88 -13.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088,488.71 107,091,856.17 -85.9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44 0.2382 -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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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44 0.2382 -9.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6% 4.64%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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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5,527,112.12 1,179,133,606.27 3.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05,260,262.82 1,063,519,517.49 3.9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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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宜黎企业

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4.93% 49,968,987 0 

冻结 49,968,987 

质押 49,875,000 

邓国顺 境内自然人 17.30% 34,673,100 26,004,825 质押 25,421,001 

成晓华 境内自然人 1.35% 2,715,200 0   

常鑫民 境内自然人 1.32% 2,639,468 0   

蒋龙福 境内自然人 0.54% 1,080,000 0   

周创世 境内自然人 0.53% 1,060,300 0   

王成桃 境内自然人 0.40% 800,200 0   

郭光泉 境内自然人 0.37% 748,000 0   

孙海燕 境内自然人 0.35% 693,994 0   

黄艳芳 境内自然人 0.26% 512,6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持股 5%以上股东上海宜黎、邓国顺未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也没有向监管机

构和公众公开作出过一致行动承诺。除此以外，公司未知上述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蒋福龙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410,000 股，通过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7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080,000 股。 

股东王成桃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 800,2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800,200 股。 

股东郭光泉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 748,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748,000 股。 

股东黄艳芳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44,400 股，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 468,2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51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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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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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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获高新技术企业再认定 

公司2020年顺利通过了高新技术企业的重新认定，年度内已按照1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进行纳税申报及预缴，具体详见

公司于2021年1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07）。 

2.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邓国顺先生于1月7日邮件告知公司其提前终止于2020年7月31日披露的减持计划。另于6月17

日函告公司计划自2021年7月10日至2022年1月9日期间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许可的其他

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8,668,275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4.3255%）。上述具体内容具体详见公司分别于1月8日、6月18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提前终止减持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2）《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1-049）。 

3.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2021年1月26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在北京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关于在深圳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共计6,000万元人民币分别在北京、深圳投资设立全资子

公司。2月25日，北京朗科创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朗盛电子有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了相应的《营业

执照》。6月1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出资方式进行变更的议案》，公

司对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朗盛电子有限公司出资方式由“以现金方式出资”变更为“以现金、实物等方式出资”，出资总额不

变。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1月28日、3月4日、6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五

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04）《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5）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4）《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21-050）《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出资方式进行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1）。 

4. 第一大股东的股东变更及司法拍卖 

公司第一大股东上海宜黎的控股股东北京巧悦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向北京龙德成长智慧科技有限公司以抵偿重组债

务的方式转让所持有的上海宜黎52%股权。上海宜黎于2021年5月21日告知公司，其股权结构进行了变更，持有上海宜黎48%

股权的北京太平山水信息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变更成韶华（深圳）文化投资有限公司，已经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

了新的营业执照。上述股权变更事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月7日、5月21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披露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10）《祥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简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关于第一大股东的股权结构变更公告》（公告编号：2021-044）。 

公司第一大股东上海宜黎因与中科汇通存在股权转让纠纷导致所持公司约2,864.95万股股份（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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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3%）被轮候冻结。4月18日上海宜黎函告公司，因与靖江市润元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股份质押融资一案申请恢复执行，

上海宜黎所持有的公司4,987.50万股股份进入司法拍卖流程；5月28日该司法拍卖中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3月15日、

4月18日、5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第一大股东部分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015）、《关于第一大股东所持股份进入司法拍卖程序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22）、《关于第一

大股东所持公司股份中止司法拍卖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5）。 

5.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获2021年5月18日召开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00,4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50元人民币现金，股权登记日为：7月5日，除权除息日为：7月6日。该权益分

派已实施完毕，具体详见公司于6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

告》（公告编号：202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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