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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怡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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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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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达股份 股票代码 30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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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国庆 孙洁 

办公地址 江苏省江阴市西石桥球庄 1 号 江苏省江阴市西石桥球庄 1 号 

电话 0510-86600202 0510-86600202 

电子信箱 caiguoqing3376328@163.com nanalogox@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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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8,107,837.95 438,464,032.36 56.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1,076,837.51 -7,760,916.36 886.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60,066,486.96 -9,205,589.00 75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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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7,173,238.60 -23,027,264.74 304.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239 -0.0984 835.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239 -0.0984 835.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14% -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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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2,347,597.44 2,237,355,972.56 7.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51,913,920.81 834,019,444.09 26.1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7,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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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准 境内自然人 20.90% 18,050,360 930,752 质押 3,802,900 

沈桂秀 境内自然人 12.33% 10,650,516 0   

刘昭玄 境内自然人 6.04% 5,215,000 0 质押 3,300,000 

黄松浪 境内自然人 1.62% 1,400,000 0   

刘冰 境内自然人 1.15% 996,000 0   

刘坚 境内自然人 1.15% 996,000 0   

马燕平 境内自然人 1.14% 984,144 0   

袁凌 境内自然人 1.08% 930,752 930,752   

陈奇峰 境内自然人 1.05% 909,000 372,300   

无锡神怡投资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4% 811,75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沈桂秀、刘准为母子关系；无锡神怡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赵静珍与刘准为

夫妻关系；刘准、沈桂秀、刘昭玄、刘冰、刘芳以及刘坚于 2020 年 11 月 15 日签署《一致

行动协议》，协议约定各方一致同意就公司相关事项与刘准保持一致行动。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黄松浪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80,000 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020,000 股，实际

合计持有 1,400,000 股。 

股东马燕平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823,544 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60,600 股，实际

合计持有 98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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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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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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0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及其使用情况 

2020年11月17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江苏怡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0〕2943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公司于2021年1月向14名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股)股票6,031,267股，发行价26.86元/股，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153,197,944.83元。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天

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的天衡验字（2021）00002号《验资报告》。 

2021年1月1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

案》，经全体董事表决，一致同意使用募集资金15,319.79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有资金。2021年1月29日，

公司完成了该募集资金对募投项目——“年产15万吨环氧丙烷项目”前期投入的置换。 

截止2021年6月30日，公司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46,003.59万元，本报告期内使用募集资金16,265.30万元，尚未使用的募

集资金及其产生的利息均存放在募集资金专户。 

 

2、江阴工厂安全生产许可证换证 

公司江阴工厂于2021年1月26日取得由江苏省应急管理厅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苏）WH安许证字[B00033]，

有效期：2021年1月26日至2024年1月25日。 

 

3、公司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公司取得由江苏省科学技术厅、江苏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

GR202032000176，发证时间：2020年12月2日，有效期：三年。根据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认定合格的

高新技术企业自认定当年起三年内，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公司需按照法定程序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税收优惠政策

的有关事宜。 

 

4、珠海仓储增资及取得港口经营许可证 

公司于2020年12月2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使用剩余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珠海仓储进行增资，珠海仓储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珠海仓储于2021年1月27日取得由珠海市交通运输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经营许可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港

口法》和交通运输部《港口经营管理规定》，珠海仓储准予从事货物仓储服务业务。 

 

5、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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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21年4月2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

议案》，并经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鉴于激励对象中2人已离职，需对其持有的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6,000股进行回购注销，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为15.7385元/股；鉴于公司2020年度业绩考核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需对公司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但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207,600股进行回购注销，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为17.0487

元/股。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江苏怡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及调整回购价格事宜的法律意见书》国枫律证字[2018]AN102-6号。 

现正在办理回购注销事项，待回购注销事项办理完成后，公司将依法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工商变更手续。 

 

6、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情况 

公司于2021年4月2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

议案》，并经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鉴于激励对象中3人已离职，需对其持有的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19,000股进行回购注销，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为9.4000元/股；鉴于公司2020年度业绩考核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需对公司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但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380,700股进行回购注销，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为9.7235

元/股。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江苏怡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及调整回购价格事宜的法律意见书》国枫律证字[2019]AN215-4号。 

现正在办理回购注销事项，待回购注销事项办理完成后，公司将依法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工商变更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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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怡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准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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