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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831                           证券简称：派瑞股份                           公告编号：2021-055 

西安派瑞功率半导体变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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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瑞股份 股票代码 30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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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宁 耿涛 

办公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锦业二路 13 号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锦业二路 13 号 

电话 029-81168036 029-81168036 

电子信箱 IRM@chinaxaperi.com IRM@chinaxaper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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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68,791.11 89,442,524.73 -20.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389,461.15 21,272,724.90 -46.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10,026,648.02 13,946,656.13 -2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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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343,148.29 26,249,397.49 -75.8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56 0.0798 -55.3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56 0.0798 -55.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9% 3.72%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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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4,485,866.95 811,461,842.82 1.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70,149,596.49 758,760,135.34 1.5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34,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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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电力电

子技术研究

所 

国有法人 39.55% 126,574,080 126,574,080   

国开装备制

造产业投资

基金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6.22% 19,900,757 0   

北京开信派

瑞资本管理

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95% 19,045,086 0   

陕西科技控

股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79% 8,941,680 8,941,680   

北京砻淬资

本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7% 6,932,980 0   

金鹰基金－

陕西金河科

技创业投资

有限责任公

司－金鹰优

选 51 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2.02% 6,458,000 0   

西安神和资

产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0% 6,086,400 0   

西安圆恒投

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4% 5,578,320 0   

深圳青亚商 境内非国有 1.53% 4,896,12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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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保理有限

公司 

法人 

西安协创投

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1% 4,836,48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不存在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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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5月25日召开了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土地使用权的议案》，董事会同意购买位于

高新区长安通讯产业园东西七号路以北，南北一号路以西，南北二号路以东，净用地面积为60024.6平方米（折合90.037亩，

具体以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红线为准)的土地使用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5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西安派瑞功率半导体变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土地使用权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39)；公司与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署了《GX3-29-41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确认

公司竞得宗地号为GX3-29-41 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1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西安派瑞功率半导体变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土地使用权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1-041)；公司与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署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GX00107)，确认

公司取得宗地号为  GX3-29-41 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7月 1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西安派瑞功率半导体变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土地使用权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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