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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41                           证券简称：鲍斯股份                           公告编号：2021-049 

宁波鲍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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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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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652,256,868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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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斯股份 股票代码 300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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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斌 陈露蓉 

办公地址 宁波市奉化区西坞街道尚桥路 18 号 宁波市奉化区西坞街道尚桥路 18 号 

电话 0574-88661525 0574-88661525 

电子信箱 xub@cnbaosi.com chenlr@cnbaos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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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3,858,541.13 845,785,870.50 35.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3,160,104.73 109,387,349.12 58.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69,347,684.22 104,764,765.42 6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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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8,586,317.01 216,106,210.97 -31.2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 0.17 52.9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 0.17 52.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18% 7.80%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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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1,901,082.32 2,856,003,805.09 4.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91,105,023.30 1,363,757,336.49 9.3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5,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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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诺鲍斯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7.60% 312,793,743 0 质押 188,690,000 

柯亚仕 境内自然人 1.83% 11,999,020 11,999,02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42% 9,339,328 0   

陈金岳 境内自然人 1.36% 8,926,010 6,694,507   

陈立坤 境内自然人 1.31% 8,608,500 6,456,375   

聚惠（深圳）基

金管理有限公

司－聚惠 7 号

私募基金 

其他 1.29% 8,473,867 0   

王雪娟 境内自然人 1.06% 6,986,820 0   

金鹰基金－浦

发银行－金鹰

穗盈定增 243

号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1.01% 6,642,666 0   

深圳前海粤资

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粤资价

值成长壹号证

券投资私募基

金 

其他 0.93% 6,106,154 0   

周齐良 境内自然人 0.62% 4,100,700 3,075,52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控股股东怡诺鲍斯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陈金岳，陈金岳与股东陈立坤为父子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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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怡诺鲍斯集团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02,793,743 股外，还通过东北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0,0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312,793,743 股；公司股东聚惠（深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聚惠 7 号私募基金通过国海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8,473,867 股，实际合计持有 8,473,867 股；

公司股东王雪娟通过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986,820 股，

实际合计持有 6,986,820 股；公司股东深圳前海粤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粤资价值成长壹

号证券投资私募基金通过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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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6,154 股，实际合计持有 6,106,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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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业务围绕高端制造、精密制造展开，产品主要包括压缩机、真空泵、液压泵、高效精密切削刀具、精密传动部件等

机械产品，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端精密机械零部件及成套设备制造企业。 

2021年半年度，公司经营持续向好，各板块业务稳定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4,385.85万元,同比增长35.24%；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316.01万元，同比增长58.30%。 

其中压缩机相关业务收入49,802.60万元，占营业收入的43.54%，同比增长9%；刀具相关业务收入33,779.82万元，占营

业收入的29.53%，同比增长54.59%；真空泵相关业务收入10,409.32万元，占营业收入的9.10%，同比增长145.15%；液压泵

相关业务收入11,065.40万元，占营业收入的9.67%，同比增长60.67%；精密传动部件相关业务收入9,328.71万元，占营业收

入的8.16%，同比增长5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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