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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87                           证券简称：海能实业                           公告编号：2021-070 

安福县海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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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能实业 股票代码 300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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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双 郑薇 

办公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大岭山镇东康路 22 号 广东省东莞市大岭山镇东康路 22 号 

电话 0769-89920699 0769-89920699 

电子信箱 ivyhan@ce-link.com anfuhinen@ce-lin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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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6,459,545.79 644,966,157.27 28.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1,189,665.49 88,259,891.20 -42.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38,967,526.01 66,808,497.07 -41.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0,868,739.87 34,314,653.78 -189.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50 0.5777 -4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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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50 0.5777 -42.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8% 17.54% -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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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8,193,777.12 1,967,423,104.12 11.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16,984,364.30 1,204,354,447.63 1.0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5,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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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洪亮 境内自然人 49.48% 75,600,000 75,600,000 质押 30,240,000 

安福百盛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07% 10,800,000 10,800,000 质押 4,944,000 

李伟雄 境外自然人 6.74% 10,296,533 7,722,400 质押 4,968,000 

李咚怡 境外自然人 6.47% 9,892,747 0   

安福大盛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45% 3,740,400 3,740,400   

安福和盛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86% 2,847,600 2,847,600   

李阿扁 境内自然人 0.26% 398,360 0   

车冯升 境内自然人 0.17% 266,640 0   

何志远 境内自然人 0.12% 185,120 0   

王宏明 境内自然人 0.12% 184,34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周洪亮与百盛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周洪军，以及大盛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周洪涛三人

为兄弟关系；李伟雄、李咚怡系父女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也未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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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李咚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5,892,747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4,000,000 股，合计持有 9,892,747 股；公司股东车冯升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

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266,640 股，合计持有 266,640 股；公司股东何志远通过普通证

券账户持有 50,280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34,840 股，合计持有 185,120 股；

公司股东王宏明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740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83,600 股，

合计持有 184,340 股；公司股东贾立军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

账户持有 165,220 股，合计持有 165,220 股；公司股东陈韬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7,440 股，

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45,020 股，合计持有 152,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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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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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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22日，公司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分派方案为：以截至2020年12

月31日公司总股本127,32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3.5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 

44,562,000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股，合计转增25,464,000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152,784,000

股。本次股利分配后剩余利润将结转至以后年度分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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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日完成本次权益分派工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4月24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2、公司于2021年5月21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2021年6月9日召开的2021年度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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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拟通过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方式募集资金，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60,000.00 万元（含60,000.00万元），本次募集资金拟用于越南消费

电子产品扩产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公司于2021年8月9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资金投资项目名称变更并修改文件的有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分别于2021年5月24日、2021年8月9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告。 

3、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于2021年7月20日将其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补充质押手续，该次质押数量为60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的0.39%。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21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披露了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 

4、公司于2021年7月15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本事项已经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7月16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披露的《关于续聘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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