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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68                              证券简称：杰恩设计                           公告编号：2021-057 

深圳市杰恩创意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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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 - -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的风险提示：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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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恩设计 股票代码 300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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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承鸣 李晴如、曾庆航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苑路 15 号科兴

科学园 B4 单元 13 楼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苑路15号科兴科

学园 B4 单元 13 楼 

电话 0755-83416061；0755-83415156 0755-83416061；0755-83415156 

电子信箱 ir@jaid.cn ir@jaid.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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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452,788.75 125,345,096.10 28.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240,181.22 13,512,677.10 1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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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3,962,827.75 9,931,146.70 40.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5,672,285.28 14,604,535.22 -344.2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46 0.1271 13.7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46 0.1271 13.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4% 2.70% 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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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9,157,014.06 562,444,854.47 1.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58,272,610.02 463,175,202.70 -1.0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7,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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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峰 境外自然人 44.93% 47,354,615 35,515,961   

袁晓云 境内自然人 7.49% 7,892,522 7,892,522   

冉晓凤 境内自然人 7.49% 7,892,422 5,919,316   

深圳市杰创汇

鑫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3% 2,249,895 0   

深圳市十兄弟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5% 1,950,000 0   

深圳市杰恩创

意设计股份有

限公司－2021

年员工持股计

划 

其他 1.63% 1,715,000 0   

深圳市佳创汇

鑫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4% 1,621,077 0   

伍得 境内自然人 0.40% 418,950 0   

赵峰 境内自然人 0.35% 373,800 0   

陈孟栋 境内自然人 0.21% 225,45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姜峰先生持有深圳市杰创汇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97%的出资额、持有深圳市佳创汇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6.28%的出

资额、持有深圳市十兄弟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0.00%的出资额，并是上述三

家股东单位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股东袁晓云与股东冉晓凤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除上述关系外，公司未知以上其余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伍得除通过普通账户持有118,950股外,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300,000股，共计持股418,950股；股东陈孟栋除

通过普通账户持有7,250股外,通过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218,200股，共计持股225,450股。股东郝锴通过浙商证券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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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213,900股，共计持股213,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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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21年2月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再次通过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的公告》，公司自本次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起，连续三年内（2020年、2021年、2022年）按15%

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2021年02月04日 

《关于公司再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9）-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1年2月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注册批复的公告》。 
2021年2月9日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获得

中国证监会注册批复的公告》（公告

编号： 2021-010）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021年2月26日，公司披露了《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草

案）》。 
2021年2月26日 

《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1年4月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

告》，拟将已经实施完毕的“设计服务网络新建与升级

建设项目”节余的募集资金，共计7,241,744.60元及其

之后产生的利息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同时注销对应

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截至本公告日，该募集资金专户

已注销完毕。 

2021年4月20日、

2021年8月2日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

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029）、关

于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实

施完毕及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销户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53）-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2021年4月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公告》，公司拟以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

本105,400,000股为基数，向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股

利人民币3.0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为人民币

31,620,000.00元（含税）；本次利润分配不送红股，

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2021年6月24日，公司披露了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以2021年7月1日为

除权除息日；截至2021年7月1日，公司已完成2020年度

权益分派方案。 

2021年4月20日 

《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25）、《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

号 ： 2021-048 ） -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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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2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

届选举完成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

告》，确认了公司新一届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人

员人选。 

2021年6月29日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完成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1）-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三、重要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