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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76                            证券简称：顺威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5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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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顺威股份 股票代码 002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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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笛鸣 霍翠欣 

办公地址 佛山市顺德区高新区（容桂）科苑一路 6 号 佛山市顺德区高新区（容桂）科苑一路 6 号 

电话 0757-28385938 0757-28385938 

电子信箱 sw002676@vip.163.com sw002676@vip.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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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2,730,611.30 819,424,339.15 39.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7,392,012.26 11,473,274.75 313.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2,207,626.68 7,945,951.37 431.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0,081,755.03 -44,007,149.93 8.9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58 0.0159 313.8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58 0.0159 313.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3% 1.09%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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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2,969,761.31 1,973,794,847.64 6.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18,193,425.30 1,071,775,367.20 4.3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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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4,85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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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利得基金－建设银行

－西部利得增盈1号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25.06% 180,429,093 -  - 

蒋九明 境内自然人 19.36% 139,374,660 - 
质押 138,000,000 

冻结 138,000,000 

文细棠 境内自然人 8.46% 60,947,010 - 冻结 33,120,000 

诺安基金－工商银行－诺

安金狮 66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5.03% 36,180,000 - - - 

于晶 境内自然人 2.09% 15,023,000 - - - 

伍尚炎 境内自然人 0.54% 3,922,630 - - - 

徐敬 境内自然人 0.51% 3,660,680 - -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42% 3,025,956 - - - 

UBS AG 境外法人 0.41% 2,969,950 - - - 

王福君 境内自然人 0.39% 2,775,240 -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就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文细棠犯操纵证券市场罪

一案，于 2021 年 8 月 14 日上午 10 时至 2021 年 8 月 15 日上午 10 时止（延时

除外）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文细棠直接持有的顺威股份

60,947,01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46%。根据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于 2021

年 8 月 15 日发布的《网络竞价成功确认书》显示，广州开发区智造产业投资

有限公司以最高应价胜出竞得文细棠直接持有的顺威股份 60,947,010 股，上述

股份尚未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2、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6 日收到公司第一大股东西部利得基金－建设银行－

西部利得增盈 1 号资产管理计划之管理人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通知，

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根据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刑事裁定

书》［（2018）沪 01 刑初 44 号之五］及《协助执行通知书》［（2020）沪

01 执 1425 号］的裁定，于 2021 年 8 月 16 日与广州开发区智造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公司股

份 60,143,03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35%）以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广州开发

区智造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上述股份尚未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3、第一大股东和第二大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第

一大股东和第三大股东之间暂不能确认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公司未

知其他前 10 名普通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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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九明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38,000,000 股，通过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公司股票 1,374,66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39,374,660 股；文细棠通过普通

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3,120,000 股，通过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7,827,01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60,947,01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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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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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无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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