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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10                           证券简称：正业科技                           公告编号：2021-088 

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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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业科技 股票代码 30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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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巍 李嘉豪 

办公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园区南园路 6 号 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园区南园路 6 号 

电话 0769-88774270 0769-88774270 

电子信箱 ir@zhengyee.com ir@zhengy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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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1,729,340.69 656,011,387.88 19.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8,116,136.20 49,752,212.11 217.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40,062,064.28 42,212,764.75 -5.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0,751,837.10 -40,084,727.50 201.6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2 0.13 2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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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2 0.13 223.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75% 5.16% 1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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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7,202,598.65 2,200,141,210.06 -7.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73,185,746.87 616,034,757.07 25.5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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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市正业实

业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2.94% 160,519,974 0 

质押 159,277,917 

冻结 159,277,917 

黄春芳 境内自然人 0.53% 1,980,000 0   

陈大魁 境内自然人 0.46% 1,736,654 0   

郭建惠 境内自然人 0.44% 1,657,000 0   

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31% 1,168,624 0   

陈佩惠 境内自然人 0.31% 1,156,400 0   

陈朋 境内自然人 0.31% 1,145,133 0   

李资澎 境内自然人 0.30% 1,118,700 0   

彭丽君 境内自然人 0.29% 1,073,600 0   

徐平静 境内自然人 0.28% 1,055,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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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东莞市正业实业投资有限公司通过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 1,242,057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59,277,917 股，合计持有 160,519,974

股；股东陈大魁通过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04,500 股，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532,154 股，合计持有 1,736,654 股；股东陈佩惠通过财信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156,4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

合计持有 1,156,400 股；股东陈朋通过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 957,133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88,000 股，合计持有 1,145,133 股；股东李资澎

通过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118,700 股，通过普通证

券账户持有 0 股，合计持有 1,118,700 股；股东彭丽君通过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073,6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合计持有 1,07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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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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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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1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地址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公司将注册地址由“东莞市松山湖科技

产业园区科技九路2号”变更为“东莞市松山湖园区南园路6号，并于2021年3月1日完成变更注册地址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具

体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完成变更注册地址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7）。 

2、为盘活资产，优化资源配置，增加流动性，公司于2020年12月1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拟出售部分房产的议案》，公司与东莞市珑远产城运营有限公司于2020年12月21日签订了《正业科技产业园整体转让协议

书》，将位于东莞市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九路2号的房产以人民币209,000,000元的交易对价出售给东莞市珑远产

城运营有限公司，并于2021年1月28日完成标的房产的转移过户登记手续，具体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出售部分

房产完成过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6），公司已足额收到本次出售房产的交易对价。 

3、2021年2月25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5），基于经营规

划需要，为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产管理效率和经营效益，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北京正业智造科技有限公司予以清算注销，并

已收到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注销核准通知书》。  

4、2021年3月15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注销分公司并完成工商注销登记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19），

公司为精简机构设置，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管理成本，也为了符合商事主体登记管理的相关规定，公司对东莞松山湖分公司

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莞智能制造中心予以清算注销，并已取得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核准注销登记通知

书》。 

5、2021年4月7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3），公司以

人民币600万元将全资子公司炫硕智造100%股权转让给上海荣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朱琦宇，于2021年4月26

日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具体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完成过户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1-047）。 

6、2021年4月28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董事会关于2019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述事项影响部分消除的专项

说明》、《关于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述事项影响部分消除的审核报告》，由致同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并出具的致同审字(2020)第 441ZA8045 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所

述部分保留事项影响已经消除。 

7、2021年4月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

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对120名激励对象第二个考核年度已获授但未满足解锁条件的共计

4,490,285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对8名已离职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计183,159股限制

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具体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38）。2021年7月6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计4,673,444股限制性

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公司总股本由373,845,506股减少至369,172,062股，具体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完成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0）。 

8、2021年6月11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筹划公司控制权变更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21-056），2021

年6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筹划公司控制权变更的进展暨复牌公告》（公告编号：2021-058）、《关于控股股

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及<表决权委托协议>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59），2021年6月21日

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61） 、《广东

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2021年7月7日在巨潮

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部分股份已获景德镇市国资委批复同意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1-069），2021年7月21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

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74）。合盛投资协议受让控股股东正业实业持

有的正业科技21.25%股份，接受正业实业8.22%股份表决权委托，最终获得正业科技控制权的事项，已获得景德镇市国资委

同意批复函，并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经营者集中审查，双方正处于办理股权转让的具体交割过户程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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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21年7月1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董事会关于2020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述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

明》、《关于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述事项影响已消除的审核报告》，由永拓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并出具的永证审字（2021）第110028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所述保留事

项影响已经消除。 

10、2021年8月6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财务总监辞职暨聘任财务总监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78），公司财务总监谭君艳因个人原因辞职，公司新聘任路童歌为公司财务总监。 

11、2021年8月6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076），公司在江西景德镇市以人民币1亿元出资额投资设立了全资子公司江西正业新材有限公司，并于2021年8

月12日取得《营业执照》。 

12、2021年8月6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与国新建设签署代采购合同暨关

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77），公司与关联法人合盛投资的全资子公司国新建设签订《代采购合同》，由国新

建设向公司供应商采购一批自动化检测设备配件，并转售给公司，采购金额约为29,999,705.90元（含税）。 

 

 

 

 

 

 

 

 

 

 

 

 

 

 

 

 

 

 

 

 

 

 

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地华 

                                                                 日期：2021 年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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