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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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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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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大钊 董事长 
由于个人自身原因无

法履职 
无 

公司负责人王思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婷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苏丽霞

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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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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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86,975,276.86 120,339,080.38 55.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603,639.54 1,673,970.29 115.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236,993.48 379,853.94 752.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0,539,873.33 6,408,084.21 376.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65 0.0030 11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65 0.0030 11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8% 0.18%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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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8,443,993.09 1,465,648,369.58 1.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23,808,540.75 620,196,927.62 0.5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34,050.8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70,994.7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5,855.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73,952.8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90.00  

合计 366,646.06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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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8,24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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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陈东 境内自然人 16.54% 91,663,368 91,663,368 质押 91,238,286 

广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5.16% 84,000,000 0   

朱永福 境内自然人 10.04% 55,619,315 55,619,315 质押 55,619,315 

江苏捷登智能制

造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0% 27,701,714 0 质押 20,000,000 

马渲 境内自然人 2.00% 11,080,200 0   

汪敏 境内自然人 1.70% 9,422,526 9,422,526 质押 7,972,526 

万博 境内自然人 0.92% 5,115,402 0   

武瑞萱 境内自然人 0.41% 2,289,800 0   

苏州永福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0% 2,225,854 0 质押 2,225,854 

许阿生 境内自然人 0.37% 2,064,2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广讯有限公司 8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4,000,000 

江苏捷登智能制造科技有限公司 27,701,714 人民币普通股 27,701,714 

马渲 11,080,2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80,200 

万博 5,115,402 人民币普通股 5,115,402 

武瑞萱 2,289,800 人民币普通股 2,289,800 

苏州永福投资有限公司 2,225,854 人民币普通股 2,225,854 

许阿生 2,064,200 人民币普通股 2,064,200 

吴瑶 1,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0 

杨世萍 1,456,900 人民币普通股 1,456,900 

刘钟 1,390,981 人民币普通股 1,390,98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公司控股股东江苏捷登智能制造科技有限公司与股东陈东、汪敏夫妇系一致行动人；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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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永福系苏州永福投资有限公司股东，系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本报告期末，马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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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11,080,200 股，万博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5,115,402 股，其他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未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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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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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合并资产负债表变动情况说明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比例 原因说明 

应收票据 5,838,947.94 3,278,655.19 78.09% 主要系本期收到商业承兑汇票较多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22,997,373.70 6,025,128.19 281.69% 主要系本期收到银行承兑汇票较多所致 

固定资产 247,985,940.69 522,572,737.87 -52.55% 主要系本期适用新租赁准则调整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543,592.92             141,592.92 990.16% 主要系预付大板项目款项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0,451,031.46 15,528,447.21 -32.70% 主要系本期支付期初计提奖金所致 

应交税费 2,960,103.73 2,185,792.93 35.42% 主要系本期收入增加导致销项税额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9,674,669.33 5,471,380.27 76.82% 主要系本期计提诉讼费用所致 

使用权资产 271,055,549.97 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适用新租赁准则调整所致 

租赁负债 72,333,191.52 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适用新租赁准则调整所致 

长期应付款 0.00 81,630,474.27 -100.00% 主要系本期适用新租赁准则调整所致 

2、合并利润表变动情况说明 

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增减比例 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186,975,276.86 120,339,080.38 55.37% 主要系公司生产运营情况同比好转所致 

营业成本 142,295,282.79 82,274,416.72 72.95% 主要系本期收入增加对应成本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17,327,963.17 11,882,706.17 45.83% 主要系本期计提诉讼费用所致 

其他收益 605,994.79 1,516,053.14 -60.03% 主要系本期收到政府补贴较少所致 

投资收益           3,968,577.33          2,296,985.45  72.77% 主要系参股公司金茂宝馨本期盈利较多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                 -4,150.44  100.00% 主要系本期未处置资产所致 

营业外收入              65,000.00                        -    100.00% 
主要系厦门收到与日常经营无关的政府补贴

所致 

营业外支出 229,905.86 10,873.85 2014.30% 主要系本期报废资产较多所致 

所得税费用 856,200.75 1,545,952.70 -44.62% 
主要系本期弥补以前年度亏损调整递延所得

税所致 

3、合并现金流量表变动情况说明 

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增减比例 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0,539,873.33 6,408,084.21 376.58% 主要系本期收回保证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471,744.28 -18,969,822.27 81.70% 

主要系本期厦门一期厂房支付工程款减少所

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

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3,223,745.62 339,571.86 -1049.36% 主要系本期汇率变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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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关于上海阿帕尼公司业绩承诺及重大亏损事项 

根据本公司与袁荣民先生于2014年11月3日签订的《关于阿帕尼电能技术（上海）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增资事宜之交易

协议》约定，袁荣民先生向本公司作出上海阿帕尼业绩承诺：2014年保持盈利；2015年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2016

年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2017年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 

如上海阿帕尼上述四年累计净利润总额达不成上述承诺最低标准之净利润总额的，且非因本公司原因所致，则袁荣民应

于2017年度财务报表出具正式审计报告后的三十(30)日内，按本协议约定就阿帕尼实际利润与本协议承诺最低标准之利润总

额之间的差额部分以等价现金方式补偿本公司。如在2014年至2017年期间内，上海阿帕尼任何年度净利润出现亏损，则袁荣

民应于审计机构就阿帕尼年度财务报表出具正式审计报告后之日起十五(15)日内对上海阿帕尼当年净利润亏损予以补足（补

足金额为当年度净资产亏损金额以及补足过程中各方需承担的税费之和）。 

截止2016年12月31日上海阿帕尼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度已连续三年出现了亏损，净资产为-1.28亿元。公司于

2016年6月22日披露了《关于要求袁荣民履行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之催告函暨<协议解除通知书>回复的公告》。本公司已经敦

促其履行承诺，但袁荣民一直未予履行。本公司于2017年2月20日向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提交了《民事起诉状》，起诉袁

荣民股权转让合同一案。2017年3月15日，本公司收到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送达的案件受理通知书。 

2018年8月27日，公司收到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2日出具的《民事判决书》（编号：（2017）苏0505民初

1061号）。一审判决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

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3,439.00元、保全费5,000.00元、鉴定

费450,000.00元，合计638,439.00元，由原告负担。公司于2018年8月29日披露了《关于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57）。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公司收到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

年11月12日出具的《受理案件通知书》【（2018）苏05民终9468号】，并于2018年11月16日披露了《关于收到受理案件通知

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82）。 

2019年7月15日，公司收到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6日出具的《民事判决书》【（2018）苏05民终9468

号】。判决如下：1、撤销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2017）苏0505民初1061号民事判决；2、袁荣民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

日起十日内向上海阿帕尼电能技术（集团）有限公司支付2014年亏损金额1746704.09元以及自2015年4月17日起按中国人民

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3、袁荣民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上海阿帕尼电能技术（集

团）有限公司支付2015年亏损金额20906185.99元以及自2018年7月2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

止的利息；4、袁荣民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律师费损失25万元。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83439元、保全费5000元、鉴定费450000元，合计638439元，由袁荣民负担；二审案

件受理费183439元，由袁荣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公司于2019年7月16日披露了《关于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040）。 

判决生效后，袁荣民仍未履行判决生效确定的义务，公司向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苏州市虎丘区人民

法院于2020年1月8日出具了《结案通知书》【（2019）苏0505执3142号】，公司于2020年1月21日收到了案件执行费64.1467

万元。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17日出具了《应诉通知书》【（2019）苏民申7163号】，申请再审人袁荣民与公司、

上海阿帕尼电能技术（集团）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5民终9468号民事判决，

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公司于2020年3月21日披露了《关于收到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应诉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026）。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16日出具了《民事裁定书》【（2019）苏民申7163号】，驳回了袁荣民的再审申请。

公司于2020年7月24日披露了《关于收到民事裁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9）。公司将通过代位执行上海阿帕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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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中对袁荣民享有的到期债权，加大力度督促袁荣民履行付款义务，力争最大限度维护公司合法权益。 

2、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控股股东江苏捷登及其一致行动人陈东、汪敏夫妇共持有本公司股份12,878.7608万股，占本公司总

股本比例为23.24%，累计质押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为11,921.081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52%。 

3、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事项 

公司股东陈东先生于2020年11月26日与江苏捷登签署了《关于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公司

股东陈东先生、汪敏女士于2020年11月26日与江苏捷登签署了《关于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表决权委托协

议》，陈东先生拟将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合计27,701,714股（占公司总股本5%）转让给江苏捷登，陈东先生及汪敏女士

合计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101,085,894股（占公司总股本18.24%）表决权委托江苏捷登行使。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1

月27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表决权委托协议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70）及相关公告。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于2020年12月23日出具了《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上述股份转让事项已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公司于2020

年12月25日披露了《关于股东协议转让股份过户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5）。 

由于上述股份转让事宜，江苏捷登成为公司单一拥有表决权份额最大的股东，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马伟先生成为上市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4、董事会、监事会换届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届监事会的任期于2020年1月6日届满，鉴于当时公司原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第三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正在筹划股权转让事项，若该事项实施完成，可能会涉及对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改选，公司于2020年1月4

日披露了《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选举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02）。因股东协议转让股份事项于2020

年12月完成，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于2021年1月及时进行了换届选举。公司于2021年1月21日召开了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上述换届选举事项。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第五届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履行相应的义

务和职责。 

5、与瑞典阿帕尼的法律纠纷事宜 

2016年9月11日，瑞典阿帕尼电能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典阿帕尼”）与本公司签署了《瑞典阿帕尼电能技术有限

公司与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唯一性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约定协议期限为3年，本公

司保证每年最低30套高压电极锅炉核心组件的订购量及在协议期间不低于100台高压电极锅炉核心组件的订购量，同时约定

包括商标在内的一切知识产权归瑞典阿帕尼所有。本公司由此成为瑞典阿帕尼在中国境内唯一的代理商，推广瑞典阿帕尼的

产品和品牌，并负有不得侵犯瑞典阿帕尼知识产权等义务。2020年12月17日，公司收到瑞典阿帕尼在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对本

公司和陈东先生提起仲裁程序通知，仲裁编号为HKIAC/A 20287，瑞典阿帕尼以公司复制瑞典阿帕尼锅炉软件侵犯了其软件

著作权为由，要求公司赔偿人民币2000万元及利息，以公司销售瑞典阿帕尼锅炉与其竞争违反了《合作协议》约定为由要求

公司赔偿人民币2000万元及利息，以陈东先生时任公司董事长为由，要求陈东先生对前述合计人民币4000万元及利息的赔偿

承担连带责任。 

收到仲裁通知后，公司聘请了由中国内地律师、中国香港律师和德国律师组成的国际律师团队，收集了大量证据，于2021

年2月9日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提交了仲裁答复书，答复书中对瑞典阿帕尼的每一项仲裁请求及事实理由进行了全面而有力的

抗辩，对公司未违反《合作协议》约定的事实情况进行了详细说明。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上述仲裁程序仍在进行当中。公司

后续将积极应对本案仲裁相关事宜，力争最大限度维护公司合法权益。 

6、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涉及年报、一季报文件签署的特别说明 

张大钊先生因个人自身原因不能履职，已申请辞去原担任的公司董事、董事长、总经理职务。辞去前述职务后，将不再

担任公司任何职务。公司董事会已于 2021年 4月 2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改选公司董事长的

议案》，改选公司董事王思淇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任期自当选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届满。关于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

事项，公司将尽快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由于张大钊先生已无法履职，公司本公告日披露的《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所涉及的相关应由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董事长签署的文件材料，由公司新任董事长王思淇先生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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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

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袁荣民 业绩承诺 

袁荣民向宝馨作出业绩承诺：阿帕尼 2014 年保

持盈利；2015 年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1000 万

元；2016 年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2000 万元；

2017 年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3000 万元。如阿

帕尼上述四年累计净利润总额达不成上述承诺

最低标准之净利润总额的，且非因宝馨原因所

致，则袁荣民应于 2017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正式

审计报告后的三十(30)日内，按本协议约定就

阿帕尼实际利润与本协议承诺最低标准之利润

总额之间的差额部分以等价现金方式补偿宝

馨。如在 2014 年至 2017 年期间内，阿帕尼任

何年度净利润出现亏损，则袁荣民应于审计机

构就阿帕尼年度财务报表出具正式审计报告后

之日起十五(15)日内对阿帕尼当年净利润亏损

予以补足（补足金额为当年度净资产亏损金额

以及补足过程中各方需承担的税费之和）。如阿

帕尼上述四年累计净利润总额超过承诺最低标

准之净利润总额的，则阿帕尼可提取超额部分

的一定比例作为对经营人员的奖金，剩余超额

部分归属于宝馨的，宝馨将在符合相关法律的

前提下提取一半作为对经营者的股权激励。本

协议中所述净利润系经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

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税后净利润。 

2014 年 11

月 03 日 
四年 超期未履行 

资产重组时

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股权激励承

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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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对公司

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

时履行 
否 

如承诺超期

未履行完毕

的，应当详

细说明未完

成履行的具

体原因及下

一步的工作

计划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阿帕尼电能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大华审字

[2015]003537 号）及《上海阿帕尼电能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16]004516 号），阿帕

尼 2014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746,704.09 元、2015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5,317,443.31 元。公司认为已触发袁荣民的业绩承诺补偿义务，袁荣民应补足 2014 年度与 2015 年度阿帕尼

净利润亏损金额共计人民币 27,064,147.40 元以及补足过程中涉及的相关税费。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13 日披露

了《关于袁荣民业绩承诺履行情况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6-051）。公司收到袁荣民先生送达的《协

议解除通知书》后，于 2016 年 6 月 17 日披露了《关于收到袁荣民先生<协议解除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57）。嗣后，为维护公司权益并陈明真实情况，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22 日披露了《关于要求袁荣民履行

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之催告函暨<协议解除通知书>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58）。鉴于以上，因袁荣民

一直未履行上述业绩补偿义务，故公司已经通过法律途径诉讼处理，2017 年 3 月 15 日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

已受理此案，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18 日披露了《关于袁荣民业绩承诺履行进展及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18）。为了避免该诉讼事项执行困难，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4 日向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提交了《诉讼

保全申请书》，申请对袁荣民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 日披露了《关于对袁荣民业绩承诺

诉讼事项进行财产保全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42）。2018 年 8 月 27 日，公司收到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

于 2018 年 8 月 22 日出具的《民事判决书》【（2017）苏 0505 民初 1061 号】，一审判决为：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苏

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83439 元、保全费 5000 元、鉴定费 450000 元，合计

638439 元，由原告负担。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29 日披露了《关于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7）。

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公司收到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8

年 11 月 12 日出具的《受理案件通知书》【（2018）苏 05 民终 9468 号】，并于 2018 年 11 月 16 日披露了《关

于收到受理案件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82）。2019 年 7 月 15 日，公司收到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于 2019 年 6 月 26 日出具的《民事判决书》【（2018）苏 05 民终 9468 号】。判决如下：1、撤销苏州市虎

丘区人民法院（2017）苏 0505 民初 1061 号民事判决；2、袁荣民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上海

阿帕尼电能技术（集团）有限公司支付 2014 年亏损金额 1746704.09 元以及自 2015 年 4 月 17 日起按中国人民

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3、袁荣民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上海阿帕

尼电能技术（集团）有限公司支付 2015 年亏损金额 20906185.99 元以及自 2018 年 7 月 24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

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4、袁荣民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苏州宝馨科

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律师费损失 25 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

183439 元、保全费 5000 元、鉴定费 450000 元，合计 638439 元，由袁荣民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 183439 元，

由袁荣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16 日披露了《关于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9-040）。判决生效后，袁荣民仍未履行判决生效确定的义务，公司向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申请了强

制执行，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1 月 8 日出具了《结案通知书》【（2019）苏 0505 执 3142 号】，公

司于 2020 年 1 月 21 日收到了案件执行费 64.1467 万元。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3 月 17 日出具了《应

诉通知书》【（2019）苏民申 7163 号】，申请再审人袁荣民与公司、上海阿帕尼电能技术（集团）有限公司追

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 05 民终 9468 号民事判决，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

院申请再审。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1 日披露了《关于收到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应诉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26）。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7 月 16 日出具了《民事裁定书》【（2019）苏民申 7163 号】，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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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袁荣民的再审申请。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4 日披露了《关于收到民事裁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9）。

公司将通过代位执行上海阿帕尼在本案中对袁荣民享有的到期债权，加大力度督促袁荣民履行付款义务，力

争最大限度维护公司合法权益。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1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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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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