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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际旭创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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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际旭创  股票代码 30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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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军 王少华 

办公地址 山东省龙口市诸由观镇驻地 山东省龙口市诸由观镇驻地 

电话 0535-8573360 0535-8573360 

电子信箱 zhongji300308@zhongji.cc zhongji300308@zhongji.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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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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7,852,391.60 3,244,675,971.03 1.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40,820,958.16 365,140,215.97 -6.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308,042,010.79 335,221,614.69 -8.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688,508.39 -218,046,568.51 101.6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8 0.51 -5.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8 0.51 -5.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2% 5.13% -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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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13,007,801.10 13,615,732,311.29 2.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202,447,919.59 7,889,217,844.56 3.9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0,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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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中际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8.17% 129,564,140 129,564,14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11.74% 83,710,074 83,710,074   

苏州益兴福企业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05% 50,239,391 50,239,391 质押 20,611,399 

王伟修 境内自然人 4.00% 28,508,022 7,127,006   

苏州云昌锦企业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30% 23,539,230 23,539,230 质押 13,096,628 

霍尔果斯凯风旭创

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84% 20,253,464 20,253,464   

Google Capital 

(Hong Kong) 
Limited 

境外法人 2.81% 20,067,541 20,067,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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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LIGHT 

TECHNOLOGY 
HK LIMITED 

国有法人 1.97% 14,011,138 14,011,138   

GIC PRIVATE 

LIMITED 
境外法人 1.93% 13,757,995 13,757,995   

苏州永鑫融盛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3% 10,179,575 10,179,57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截至报告期末，前 10 名股东中，山东中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王伟修先生为一致

行动人，苏州益兴福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与苏州云昌锦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一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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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山东中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01,284,140 股外，

还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8,28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29,564,140 股。

苏州益兴福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40,079,391 股外，还

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0,16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50,239,391 股。苏

州福睿晖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5,721,252 股外，还通过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9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9,62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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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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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宜 

2021年5月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议案，该事项已经2021

年5月24日召开的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1年5月31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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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受理中际旭创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通知》（深证

上审〔2021〕185 号），深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及相关申请文件进行了核对

并予以受理。2021年6月11日公司收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中际旭创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的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1〕020148号），公司收到审核问询函后，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审核问询

函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答复，并根据相关要求公开披露了审核问询函回复。2021年7月21

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关于中际旭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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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公司提交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进行了审

核，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2021年8月23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中际旭创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719号），

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文件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公司股

东大会的授权，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收购苏州工业园区建胜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事项 

2020年11月13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苏州工业园区建胜产业园发展

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2021年1月22日，苏州旭创与交易对方签订了《产权交易合同》（合同编号：

20210122），2021年2月10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名称由“苏州工业园区建胜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变更为“苏

州旭创光电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变更后苏州旭创持股比例为100%。公司拟利用其土地及房屋建设苏州

旭创光模块业务总部、生产及研发中心，有利于企业加强战略管理能力、资源整合能力、运营监管能力、

风险管控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和服务支持能力，可以使得企业管理更加集约化、系统化，有利于品牌建设

和未来发展。 

3、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事宜 

根据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于2021年2月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及

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向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确定2021年02月10日为预留部分授予日，向20名激励对象授予100.00万股限制性股票。公

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中伦律所出

具了《关于中际旭创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

书》，广发证券就本次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相关事项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中际旭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伟修 

2021 年 0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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