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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816                              证券简称：艾可蓝                              公告编号：2021-061 

安徽艾可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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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可蓝 股票代码 30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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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凡 梁茜 

办公地址 安徽省池州市高新区玉镜路 12 号 安徽省池州市高新区玉镜路 12 号 

电话 0566-5255528 0566-5255528 

电子信箱 akl@act-blue.com akl@act-blu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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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994,327.45 299,638,635.39 29.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9,769,895.82 59,557,379.89 -16.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36,969,156.92 53,710,650.88 -3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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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315,840.27 -80,532,512.00 115.2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2 0.74 -16.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2 0.74 -16.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35% 11.64%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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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6,893,883.20 1,144,278,247.98 13.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99,298,708.43 769,127,458.05 3.9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5,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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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屹 境内自然人 40.39% 32,308,572 32,308,572 质押 1,320,000 

ZHU QING 境外自然人 14.36% 11,485,624 8,722,143   

广发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2% 4,013,360 0   

池州南鑫商务咨询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24% 3,391,420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9% 2,231,100 0   

朱弢 境内自然人 2.12% 1,693,620 1,693,62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新蓝筹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8% 1,262,100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丰晋信智造先

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1% 1,126,126 0   

徐玉芬 境内自然人 1.28% 1,026,000 0   

朱明瑞 境内自然人 1.27% 1,016,17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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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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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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 日，披露了《关于调整<公司与关联方共同购买 VT Faulquemont 100%股权及其他资产暨关联交易

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9） 

为落实公司发展战略，完善公司产品结构，拓展公司客户面，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 日与 Vitesco Technologies Lohmar 

Verwaltungs GmbH 签署《出售选择权协议》，拟以不超过 1,800 万欧元的价格收购 Vitesco Technologies Faulquemont SAS 100%

股权并偿还公司间贷款；拟以人民币 6,037,997 元的价格购买纬湃汽车电子（芜湖）有限公司的部分固定资产、纬湃汽车电

子（长春）有限公司的部分固定资产、纬湃汽车电子（芜湖）有限公司的部分知识产权；拟以 332,333 欧元的价格购买 Vitesco 

Technologies Emitec GmbH 的部分固定资产、Vitesco Technologies GmbH 的部分知识产权。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6 日，披露了《关于签署<SHARE PURCHASE AGREEMENT（<股份购买协议>）>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033)。 

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 日，披露了《关于签署<SHARE PURCHASE AGREEMENT（<股份购买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51）。 

目前，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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