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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02                证券简称：ST 冠福              公告编号：2021-101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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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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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冠福 股票代码 00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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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烈权（代履职） 黄丽珠 

办公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德化县冠福产业园 福建省泉州市德化县冠福产业园 

电话 0595-23551999 0595-23550777 

电子信箱 zqb@guanfu.com zqb@guanf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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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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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557,673,912.18 5,851,640,906.07 12.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3,177,145.50 155,553,093.64 -46.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20,580,783.09 149,727,329.59 -19.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6,782,564.55 1,067,206,445.17 -91.8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16 0.0591 -46.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16 0.0591 -46.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8% 4.77%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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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02,133,868.50 9,172,015,149.61 3.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401,511,013.83 3,317,679,892.88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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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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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烈权 境内自然人 11.66% 307,163,822 230,372,866 质押 300,000,000 

余江县金创盈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8.79% 231,478,254 231,478,254 质押 218,889,999 

林福椿 境内自然人 5.13% 135,027,006 0 
质押 134,999,900 

冻结 135,027,006 

林文昌 境内自然人 4.07% 107,179,326 80,384,494 
质押 107,160,000 

冻结 107,179,326 

刘飞达 境内自然人 3.12% 82,250,415 0   

林文智 境内自然人 3.10% 81,753,354 78,284,604 
质押 81,745,000 

冻结 81,753,354 

石惠芳 境内自然人 3.05% 80,283,815 0   

蔡鹤亭 境内自然人 1.93% 50,937,055 0 质押 32,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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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江县金塑创业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5% 40,849,101 40,849,101 质押 40,000,000 

蔡佼骏 境内自然人 1.40% 37,000,000 0 
质押 37,000,000 

冻结 37,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林福椿与林文昌、林文智是父子，三人存在关联关系；余江县金创盈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和余江县金塑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系同一实际控

制人控制，存在关联关系；其他股东相互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

否属于一致行动人的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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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中间体生产线搬改 

根据湖北省的长江大保护、沿江化工企业专项整治的整体部署，以及湖北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沿江化工企业关改搬转等湖北长江大保护十大标志性战役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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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工作方案的通知》（鄂政发[2018]24 号）等相关文件规定的要求，公司投资 8 亿元对能特科

技老厂区进行整体搬迁并扩能升级暨在荆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绿色循环产业园选址投资建设年

产 900 吨高级医药中间体搬改项目（以下简称“项目”）。该项目对生产线进行转型升级，加

大了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和应用力度，实践产业提质增效。目前，该项目已完成整体搬迁并正

常投产，进一步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企业形象，为公司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4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发布的《关于全资子公司

能特科技有限公司医药中间体生产线搬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256）。 

2、收购天科制药 40%股权 

为延伸产业链，实现中间体到原料药的产业布局，建设符合国家 GMP 要求、达到欧盟

和美国 FDA 标准的原料药产业化基地，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

公司全资子公司能特科技投资 12,000 万元取得天科（荆州）制药有限公司 40%股权，并已于

2021 年 6 月完成过户。本次交易有利于增强公司在相关领域的综合竞争力，提升公司的盈利

能力和持续经营的稳定性，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0 日、7

月 3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披露的《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能特科

技有限公司收购天科（荆州）制药有限公司 40%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8）、《关于

能特科技收购天科（荆州）制药有限公司 40%股权完成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077）。 

3、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 

鉴于林文昌先生所持有的 107,179,326 股公司股份于 2021 年 8 月 6 日均已完成过户登记，

截止 2021 年 8 月 6 日，公司林氏家族合计持有公司 227,537,328 股股份，其实际支配的表决

权下降为 8.6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经审慎判断，

认为公司目前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7 日、7 月 7 日、

7 月 25 日、11 月 12 日、12 月 22 日、2021 年 1 月 5 日、1 月 14 日、2 月 25 日、3 月 12 日、

4 月 2 日、4 月 16 日、4 月 22 日、4 月 23 日、5 月 18 日、5 月 20 日、5 月 25 日、8 月 12 日

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披露的《关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部分公司股份将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01762&stockCode=002102&announcementId=1207862564&announcementTime=2020-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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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71）、《：关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

部分公司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86）、《关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

动人所持部分公司股份司法拍卖股权完成过户的公告》（2020-095）、《关于实际控制人林文智

先生所持部分公司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128、2021-027）、《关

于实际控制人林文智先生所持部分公司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136、

2021-038、2021-054）、《关于实际控制林文智先生所持部分公司股份司法拍卖股权完成过户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6、2021-065、2021-067）、《关于实际控制人林文洪先生所持部

分公司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10）、《关于实际控制人林文洪先

生所持部分公司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22）、《关于实际控制人林文

洪先生所持部分公司股份司法拍卖股权完成过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2）、《关于实际

控制人林文昌先生所持有公司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55）、《关

于实际控制人林文昌先生所持有公司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68）、《关

于原实际控制人林文昌先生所持公司股份司法拍卖股权完成过户暨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3）。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01762&stockCode=002102&announcementId=1208007750&announcementTime=2020-07-07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01762&stockCode=002102&announcementId=1208007750&announcementTime=2020-07-07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01762&stockCode=002102&announcementId=1208074227&announcementTime=2020-07-25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01762&stockCode=002102&announcementId=1208074227&announcementTime=2020-07-25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三、重要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