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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76                               证券简称：宝莫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0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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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莫股份 股票代码 002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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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世鹏 王建国 

办公地址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西四路 624 号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西四路 624 号 

电话 0546-7778611 0546-7778611 

电子信箱 23619658@qq.com 23262160@qq.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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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731,048.42 232,397,594.15 13.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230,726.29 13,944,248.92 -40.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345,310.55 13,602,273.99 -46.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707,317.27 31,999,666.37 -149.0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34 0.0228 -41.2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34 0.0228 -4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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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0% 1.71% -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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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6,645,789.26 1,010,062,108.61 2.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31,781,385.33 822,017,035.36 1.1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3,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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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西藏泰颐丰信

息科技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80% 96,698,030 0   

吴昊 境内自然人 5.58% 34,145,176 0   

夏春良 境内自然人 1.11% 6,786,600 0 质押 3,499,998 

华润深国投信

托有限公司－

华润信托·捷昀

25 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2% 5,640,000 0   

郭爱平 境内自然人 0.68% 4,134,479 0   

华润深国投信

托有限公司－

华润信托·广博

30 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5% 3,954,300 0   

上海世均宣达

投资管理中心

（普通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4% 3,333,434 0   

金逸彪 境内自然人 0.51% 3,149,563 0   

彭劲松 境内自然人 0.42% 2,553,010 0   

东营市正博石

油技术有限责

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4% 2,053,70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西藏泰颐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吴昊先生为一致行动人，华润深国投信

托有限公司－华润信托·捷昀 2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与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华润信

托·广博 30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均为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旗下信托产品，除此之外，

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1、股东夏春良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509600 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票 32770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6786600 股。 

2、股东郭爱平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320100 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票 2814379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4134479 股。 

3、股东彭劲松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670000 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票 188301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2553010 股。 

4、股东东营市正博石油技术有限责任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通过信

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053701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2053701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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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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0年11月，公司子公司宝莫环境参与了中国石化物资装备部（国际事业公司）2021年直采聚丙烯酰胺框架协议采购的

投标。2021年3月25日，中国石化物资招标投标网、中国石化物资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公示了评标结果，宝莫环境以第二

名入围候选人。2021年4月，宝莫环境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物资装备部签订了《化工产品框架采购协议》。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中国石化物资装备

部2021年直采聚丙烯酰胺框架协议采购投标项目评标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8）、《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化工产品框架采购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2）。 

2、2021年5月13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以

自有资金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2021年6月1日，上海宝莫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并取得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资设立全资子

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7）。 

3、四川佳隆长于2021年6月11日与华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能新能源”）在北京市签署了《资产出售意向协议》，

四川佳隆长拟向华能新能源转让其持有的能景光伏100%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资产出售意向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8）。 

4、新疆宝莫建设、拥有并营运的春风油田稠油采出水资源化处理项目（详见公司于2015年4月10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关于

投资建设新疆新春采油厂污水处理站BOO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27】）于2017年11月投产营运，2021年7月，新

疆宝莫经与甲方中石化新疆新春石油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友好协商，由新疆宝莫在《春风油田含油污水资源化处理站项目（B00

模式）合同》（原合同）基础上提供包括产品水水质指标提升及产品水温提升的增值服务，同时，产品水单价由17.76元/m³

（不含税价）上调为28.00元/m³（不含税价）。新疆宝莫将强化成本控制管理措施，推行技术改造，针对油田水质、用水需

求的情况变动，进行工艺优化调整，力争改善项目经营状况。 

5、2021年3月，公司子公司宝莫环境收到参股公司天津博弘转来的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津02破申

40号】，获悉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天津润沃供水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对天津博弘进行破产清算的申请。截止2020

年12月31日，宝莫环境对天津博弘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净值为0元，天津博弘的破产清算不会对公司 2020年及以后年度的投

资收益产生重大影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3月17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山东宝莫生物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股公司被法院受理破产清算申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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