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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871                     证券简称：回盛生物              公告编号：2021-064 

 

武汉回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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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所有董事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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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盛生物 股票代码 30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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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凯杰 李杏 

办公地址 
武汉市东西湖区新沟街道办事处油

纱路 52 号（107国道与油纱路口） 

武汉市东西湖区新沟街道办事处油纱

路 52 号（107 国道与油纱路口） 

电话 86-027-83235499 86-027-83235499 

电子信箱 hvsen@whhsyy.com hvsen@whhsy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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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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5,739,395.63 286,823,409.71 86.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1,328,223.25 52,565,213.03 92.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94,954,485.60 52,001,260.75 82.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1,965,549.34 22,052,439.92 180.9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1 0.42 45.2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1 0.42 45.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12% 12.99% -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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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7,868,886.41 1,752,225,832.51 7.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35,170,460.37 1,379,150,114.50 4.0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0,01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

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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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统盛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9.95% 82,800,000 82,800,000   

梁栋国 境外自然人 7.96% 13,200,000 13,200,000   

深圳市创新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34% 8,847,840 8,847,840   

深圳市红土生物
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71% 6,152,160 6,152,160   

湖北红土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20% 5,308,680 5,308,680   

武汉红土创新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3% 3,691,320 3,691,320   

厦门中南弘远股 境内非国有 2.03% 3,368,421 3,368,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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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法人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发稳

鑫保本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1% 1,835,946 0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大
成景阳领先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3% 1,708,649 0   

中国银河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前

海开源沪港深农
业主题精选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LOF） 

其他 0.66% 1,090,848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张卫元、余姣娥为夫妻关系，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分别持有控股

股东武汉统盛 72.08%、13.35%的股份。前 10 名股东中，深圳市创

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红土生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湖北红

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和武汉红土创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关

联关系，深圳市红土生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湖北红土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和武汉红土创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系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引导设立的专业投资公司；武汉统盛投资有限公司、梁栋国

及厦门中南弘远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亦不属于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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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4 月 20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0 年年度利

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分派方案为：以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已发行总股本

110,507,01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4.10 元（含税），合计派发

利润 45,307,877.38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以后年度；同时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共计转增 55,253,509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165,760,527 股。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0 日

完成本次权益分派工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平台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2、2021 年 5 月 12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议案。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拟募

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70,000.00 万元（含 70,0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以下

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 

1 
年产 1,000 吨泰乐菌素和年产 600 吨泰万菌素生产

线扩建项目 
33,324.08 28,500.00 

2 湖北回盛制剂生产线自动化综合改扩建项目 13,882.07 12,100.00 

3 宠物制剂综合生产线建设项目 9,996.92 9,000.00 

4 粉剂/预混剂生产线扩建项目 6,358.05 4,900.00 

5 补充流动资金 15,500.00 15,500.00 

合计 79,061.12 7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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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6 月 16 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受理武汉回盛生物科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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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报送的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及相关申请文

件进行了核对，认为申请文件齐备，决定予以受理。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向不特定对

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处于审核问询阶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

板信息披露平台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3、2021 年 6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武汉回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拟向 31 名高级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授予限制性股票 48.80

万股，约占公司股本总额 16,576.0527 万股的 0.29%，授予价格 19.50 元/股。2021 年 7 月

20日公司召开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年股权激励相关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平台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发布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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