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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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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阐述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应对措施，敬请查阅半

年报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五、风险因素”。 

1.3 本公司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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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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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5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6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1.7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乐鑫科技 688018 不适用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珏 徐闻 

电话 021-61065218 021-61065218 

办公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碧波路

690号2号楼304室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碧波路690号2号楼304室 

电子信箱 ir@espressif.com ir@espressif.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2,071,369,036.28 2,129,056,142.87 -2.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08,863,074.57 1,823,017,912.65 -0.7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 613,818,881.21 630,602,842.93 -2.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3,275,224.21 101,520,839.92 -37.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49,590,347.47 90,019,850.53 -44.91 

剔除股份支付影响的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68,738,961.48 110,375,864.35 -37.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524,842.87 -12,548,266.36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6 6.05 减少2.5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880 1.2681 -37.8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880 1.2681 -37.86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24.84 18.88 增加5.96个百分点 

 

2.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9,678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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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转融

通借出股

份的限售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

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樂鑫（香港）投資有限

公司 

境外 

法人 
43.33% 34,860,000 34,860,000 34,860,000 无 0 

Shinvest Holding Ltd. 
境外 

法人 
3.49% 2,804,446 0 0 无 0 

亚东北辰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 

非国有 

法人 

3.13% 2,518,484 0 0 无 0 

大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万能产品 
其他 2.37% 1,904,614 0 0 无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富兰克林国海中小盘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92% 1,542,789 0 0 无 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乐鲀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 

非国有

法人 

1.30% 1,046,030 0 0 无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 CES 半导体芯片

行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1% 973,057 0 0 无 0 

UBS AG 其他 0.98% 786,314 0 0 无 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

司－博颐精选 2 期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90% 725,500 0 0 无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富兰克林国海弹

性市值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86% 694,416 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未接到前十名股东中有存在关

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协议的声明；2、公司未知流通股股东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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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 

 

2.4 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6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7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8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