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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83                      证券简称：温州宏丰                   公告编号：2021-053 

温州宏丰电工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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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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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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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宏丰 股票代码 300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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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学文 樊改焕 

办公地址 
浙江省温州瓯江口产业集聚区瓯锦大道

5600 号 

浙江省温州瓯江口产业集聚区瓯锦大道

5600 号 

电话 0577-85515911 0577-85515911 

电子信箱 zqb@wzhf.com zqb@wzh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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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9,669,319.88 659,082,111.07 80.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2,937,198.91 3,267,930.98 907.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8,215,454.74 -1,030,808.52 2,83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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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4,199,930.82 45,890,879.30 -174.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1 7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1 7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2% 0.53%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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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734,229.66 1,737,236,507.59 12.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98,299,284.51 763,627,804.20 4.5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3,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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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晓 境内自然人 38.71% 169,183,660 126,887,745 质押 105,407,500 

林萍 境内自然人 3.53% 15,444,000 11,583,000   

余金杰 境内自然人 2.14% 9,340,000 0 质押 9,340,000 

蒋许海 境内自然人 1.00% 4,351,217 0 质押 4,291,044 

北京东方海高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1% 3,100,300 0   

王慷 境内自然人 0.59% 2,599,375 0   

赵波 境内自然人 0.43% 1,865,671 0   

朱敏 境内自然人 0.34% 1,476,400 0   

UBS AG 境外法人 0.25% 1,107,046 0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

夏磐锐一年定

期开放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5% 1,102,817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陈晓、林萍系夫妻关系，为一致行动人。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为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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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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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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8,966.9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0.50%，其中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05,716.3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8.38%；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293.7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07.89%；总资产为196,273.42万元，比上年末增长12.98%。公司业绩增长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订

单增加，产销量增加较多，使公司利润同比增幅较大；而上年同期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导致

本报告期利润同比增幅较大。 

（二）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为满足公司发展的资金需求，扩大公司经营规模，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公司拟通过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式募集资金不超过32,126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1 年产1,000吨高端精密硬质合金棒型材智能制造项目 17,521 15,521 

2 高性能有色金属膏状钎焊材料产业化项目 4,470 4,220 

3 温度传感器用复合材料及元件产业化项目 4,912 3,385 

4 碳化硅单晶研发项目 2,000 2,000 

5 补充流动资金 7,000 7,000 

合计 35,903 32,126 

公司于2021年2月19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会议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

司符合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

的议案》《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

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与

公司拟采取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

规则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有关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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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21年5月20日召开了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有关的议案。 

公司于2021年6月2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会议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

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

（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

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承诺（修订

稿）>的议案》《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论证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关

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非经常性损益表及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表的议

案》《关于公司2020年度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议案》等。 

2021年6月28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受理温州宏丰电工合金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通知》（深证上审〔2021〕263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报送

的相关申请文件进行了核对，认为申请文件齐备，决定予以受理。 

上述会议审议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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