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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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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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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完

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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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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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升科技 603601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谢佳 荣钟 

电话 023-88651610 023-88651610 

办公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回兴街道两港大

道197号1幢 

重庆市渝北区回兴街道两港大

道197号1幢 

电子信箱 zskjzqb@cqzskj.com zskjzqb@cqzskj.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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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6,403,463.23 2,285,002,911.81 1.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344,627,467.81 1,327,249,943.11 1.31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32,862,020.76 11,564,226.08 1,048.91 

营业收入 615,854,397.11 552,477,534.10 11.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98,317,699.76 75,548,564.56 30.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98,793,907.71 71,847,297.71 37.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7.21 6.09 增加1.1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399 0.1075 30.1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373 0.1075 27.72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9,82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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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郭茂 境内自

然人 

38.75 272,309,180 0 质押 21,214,724 

上海广岑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6.39 44,924,880 0 未知 0 

南京融京汇聚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5.00 35,139,780 0 未知 0 

北京新华富时－宁波银行

－新华富时盈鼎 1号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3.03 21,262,420 0 未知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景顺长城优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2.07 14,518,112 0 未知 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其他 1.55 10,919,640 0 未知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其他 1.46 10,295,708 0 未知 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天弘永定价值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42 9,965,508 0 未知 0 

西藏玉昌商务咨询有限公 境内非 1.38 9,729,116 0 质押 9,729,115 



司 国有法

人 

JPMORGAN CHASE 

BANK,NATIONAL 

ASSOCIATION 

境外法

人 

1.38 9,669,503 0 未知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以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的股东是否存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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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 年上半年，公司围绕经营目标，以“团队建设和创新”为动力，充分挖掘市场潜力，凭

借公司的技术优势、品牌优势、精益化管理优势及优秀人才队伍优势在“干净空气”和“高效节

能”领域继续保持稳健增长。 

得益于报告期内干净空气、高效节能市场需求旺盛，同时部分募投项目投产，公司产能提升，

公司 2019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615,854,397.11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1.47%；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8,317,699.76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0.1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98,793,907.71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37.51%。 

1、持续研发投入，丰富产品结构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增加研发的人力和物力投入，持续打造更高端的研发中心，为产品研发

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公司继续强化自主研发并开展多渠道技术储备，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共

获得专利 128 项，其中发明专利 59 项，实用新型专利 66 项，外观设计专利 3 项。强大的研发能

力和技术支持平台，为公司技术的储备奠定了基础，报告期内，公司参与并基本完成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重点基础材料技术提升与产业化”专项“过滤与分离用纸基材料制备技术”项目研发，

升级前段成型技术、表面处理技术等，丰富了产品结构，为公司技术储备、产品更新换代打下了

基础，为实现未来发展战略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2、进一步完善、强化内控体系，实现管理创新 

报告期内，公司结合国家相关法律规章及公司实际情况，修订了《再升科技公司章程（2019



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2019 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2019 修订）》、《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2019 修订）》、《公司费用报销管理制度》及制定了《公司应收账款管理办法》

等内控制度，保持公司良好的运营构架，加强内控监督审核，为公司健康、良性运营提供更切实

可行的内控管理需求服务和成果输送，使内控体系更完善、合理、有序，保障经营活动的有序进

行，促使公司治理水平不断提高。 

3、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实现企业员工双赢发展 

为了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的积极性，

留住人才、激励人才，将中高层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的利益与公司利益更加紧密地结合，加强企

业凝聚力，使各方共同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推动公司可持续发展，在充分保障股东的利益的前

提下，根据收益与贡献相对等的原则，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制定了《再升科

技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对 170 名激励对象授予了 1976.90

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为 6.78 元/股，并于 2019 年 7 月 26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注册。 

4、募投项目陆续投产，公司产能逐步释放 

报告期内，公司已完成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高性能玻璃微纤维建设项目”的

投产，目前产销已平衡，公司产能进一步提升。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1）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 IPO 募投项目累计投入 105,006,193.85 元，其中，以前

年度使用 105,006,193.85元，本年度使用 0 元；募集资金余额为 0 元。 

（2）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累计投入

465,119,899.04 元（含前期置换 55,824,500.00 元），其中，以前年度使用 426,998,099.17 元，

本年度使用 38,121,799.87 元,报告期内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132,000,000.00 元，理财产品累计收

益 28,049,597.00 元，其中以前年度实现收益 27,202,616.19元，本年实现收益 846,980.81 元，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72,000,000.00元（由于理财产品未到期，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实际补流 13,000,000.00 元）；募集资金余额为 182,629.41 元。 

（3）截止 2019年 6月 30日，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累计投入 12,745,303.41

元，本年度使用 8,516,284.23 元。正在进行现金管理尚未到期的金额为 95,000,000.00 元，理财

产品累计收益 332,493.15 元，其中以前年度实现收益 282,054.79 元，本年实现收益 50,438.36

元；募集资金余额为 576,423.51 元。 

2019 年下半年，公司将持续推行企业创新发展，丰富产品结构，拓展新的应用领域，形成新

的利润增长点；加强信息化平台建设、强化团队合作及建设；加快募投项目的实施，助推产能释

放；促进企业融合发展，实现深圳中纺的二次腾飞；加强品牌建设工作，树立国际品牌精神，传

播再升品牌文化，将品牌意识和责任根植于每个“再升人”心中，坚持以市场和客户为中心，铸

造一个有着强大生命力和市场竞争力的优秀品牌；打造产业互联平台，整合资源，提高效率，用

“工业互联”的思维，为中小客户赋能充值，解决中小客户的痛点，帮助中小客户找到盈利点，

让千家过滤器公司迅速成为优秀的专业公司，让创业者不再为资源不足而烦恼。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