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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87        证券简称：天铁股份       公告编号：2021-131 

债券代码：123046        债券简称：天铁转债 

 

浙江天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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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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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铁股份 股票代码 300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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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薇薇 范文蓉 

办公地址 浙江省天台县人民东路 928 号 浙江省天台县人民东路 928 号 

电话 0576-83171218 0576-83171219 

电子信箱 tiantie@tiantie.cn tiantie@tianti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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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7,069,594.05 467,852,472.38 78.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5,533,144.49 54,508,185.62 166.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43,422,585.34 52,849,473.69 171.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342,500.79 -54,807,073.14 126.1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3 0.30 4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2 0.30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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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98% 5.00%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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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6,832,572.17 2,965,465,934.22 11.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87,384,776.86 1,541,596,852.39 9.4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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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美雨 境内自然人 13.36% 45,706,508 0 质押 7,875,000 

许吉锭 境内自然人 11.53% 39,459,401 32,946,076 质押 16,520,000 

许孔斌 境内自然人 5.68% 19,446,211 17,140,312 质押 8,400,000 

王翔宇 境内自然人 4.95% 16,932,532 0   

许银斌 境内自然人 3.34% 11,426,875 8,570,156 质押 6,300,00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欧悦享生

活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3.01% 10,283,112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欧价值智

选回报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37% 8,113,889 0   

UBS AG 境外法人 1.73% 5,916,874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欧消费主

题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69% 5,785,901 0   

范玲珍 境内自然人 1.14% 3,896,185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美雨与许吉锭为夫妇关系，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许孔斌、

股东许银斌为兄弟关系，为王美雨和许吉锭之子。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王翔宇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6,932,532 股，实际合计持有 16,932,532 股；公司股东范玲珍除通

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38,785 股外，还通过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 3,757,4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3,896,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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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天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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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浙江天铁实

业股份有限

公司可转换

公司债券 

天铁转债 123046 2020 年 03 月 19 日 2026 年 03 月 18 日 6,217.85 

第一年 0.50%、

第二年 0.70%、

第三年 1.00%、

第四年 1.50%、

第五年 2.50%、

第六年 3.0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42.52% 41.69%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3.50 6.74 

三、重要事项 

1、公司拟向不超过35名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8.10亿元，报告期内进展情况如下：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披露 2021年02月20日 

巨潮资讯网，《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发行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等相关公告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获得深交所受理 2021年03月23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1-032《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申请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的公告》《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募集说明书》等相关公告 

收到深交所《关于浙江天铁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

询函》，并及时回复 

2021年4月27日、 

2021年5月25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

的回复》《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相关中介机

构的报告及其修订稿等相关公告 

收到深交所《关于浙江天铁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

心意见告知函》和《关于浙江天铁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并及时回复 

2021年5月26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1-093《关于收到<关于浙江天

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

意见告知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4《关于收到<关

于浙江天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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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2日、 

2021年6月8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浙江天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注册稿）、相关中介机构的报告及

其修订稿等相关公告 

2、收购昌吉利新能源剩余40%股权事宜，报告期内进展情况如下： 

（1）公司于2021年4月1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

江苏昌吉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4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天铁股份以人民币23,200.00万元收购蒋国群先生及蒋洁

女士持有的昌吉利新能源科合计40.00%的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2）公司于2021年6月23日召开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江苏昌吉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40%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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