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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87                  证券简称：蓝晓科技                     公告编号：2021-076 

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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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高月静、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安源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窦金绒

声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蓝晓科技 股票代码 30048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范勇建 贾鼎洋 

办公地址 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 135 号 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 135 号 

电话 029-81112902 029-81112902 

电子信箱 pub@sunresin.com pub@sunres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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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615,694.39 435,451,501.40 27.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0,282,147.05 116,139,351.80 29.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141,057,602.02 111,445,526.57 26.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2,845,530.95 41,733,645.29 122.4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9 0.56 23.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9 0.52 32.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77% 8.44%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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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0,469,728.28 2,553,071,183.29 8.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85,329,513.56 1,650,430,113.61 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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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7,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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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寇晓康 境内自然人 25.02% 54,997,105 42,097,105 质押 4,980,000 

田晓军 境内自然人 15.56% 34,200,000 25,650,000 质押 790,000 

高月静 境内自然人 13.24% 29,097,305 22,272,305 质押 3,46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16% 9,151,740 0   

MORGAN STANLE & CO. 

INTERN PLC. 
境外法人 1.99% 4,370,592 0   

CITIGR GLOBAL MARKET 

LIMITE 
境外法人 1.64% 3,612,540 0   

JPMORG CHASE BANK,N 

ASSOCI 
境外法人 1.63% 3,583,448 0   

高华－汇丰－GOLDMA, 

SACHS & CO.LLC 
 1.54% 3,387,000 0   

苏碧梧 境内自然人 1.50% 3,304,900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其他 1.37% 3,0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寇晓康先生、高月静女士系夫妻关系，构成关联方及一致行动关系。

公司未曾知悉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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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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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万元） 
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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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   

蓝晓转债 123027 2019 年 06 月 11 日 2025 年 06 月 10 日 10,719.67 

第一年 0.5%、

第二年 0.7%、

第三年 1.3%、

第四年 2.0%、

第五年 2.5%、

第六年 3.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30.97% 34.48%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49.87 19.55 

三、重要事项 

1.2021年2月，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86 号）。详情请查阅公司于2021年2月8日披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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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06）。 

2.2021 年 3 月，公司完成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上市流程，向特定对象发行的 5,194,410 股股票

于 2021 年 3 月 24 日上市。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投资者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 36 个月内不

得转让，自 2021年 3月 24日起开始计算。锁定期结束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详情请查阅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3 日披露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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