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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65                           证券简称：天瑞仪器                           公告编号：2021-079 

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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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召贵 董事长 工作原因 应刚 

汪进元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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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瑞仪器 股票代码 300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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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蓉 朱蓉 

办公地址 
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中华园西路 1888 号

天瑞大厦 

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中华园西路1888号天

瑞大厦 

电话 0512-57017339 0512-57017339 

电子信箱 zqb@skyray-instrument.com zqb@skyray-instrume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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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480,042.75 306,057,731.95 32.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883,480.37 -18,577,151.11 180.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4,145,665.44 -28,403,167.35 149.80% 



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65,031,778.65 -91,269,185.74 -190.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99 -0.0402 174.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99 -0.0402 174.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8% -1.16%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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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6,356,802.10 2,564,439,469.59 13.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02,313,337.72 1,692,340,284.79 0.5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2,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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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召贵 境内自然人 29.04% 144,326,306 140,000,000   

应刚 境内自然人 4.73% 23,523,890 23,523,889   

赵学伟 境内自然人 2.06% 10,252,246 10,252,246   

中证乾元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

－中证乾元涛

动周期 2 号私

募基金 

其他 2.00% 9,939,817 0   

袁钫芳 境内自然人 1.11% 5,532,958 5,532,958   

国联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4% 4,665,610 0   

王宏 境内自然人 0.91% 4,539,195 4,539,195   

上海众錾商务

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5% 4,200,000 4,200,000   

珠海阿巴马资

产管理有限公

司－阿巴马百

利 5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9% 3,936,186 0   

刘勇 境内自然人 0.52% 2,604,300 252,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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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中证乾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中证乾元涛动周期 2 号私募基金通过普通证券账户

持有 0 股，通过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9,939,817 股，实

际合计持有 9,939,817 股。公司股东珠海阿巴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阿巴马百利 5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 3,936,186 股，实际合计持有 3,936,186 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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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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核准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向赵学伟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935号），公司已于2021年1月12日完成非公开发行股份的登记及上市事宜，本次发行新股

6,805,040股，公司总股本由490,185,830股增至496,990,870股，注册资本由490,185,830元增至496,990,870元。 

2、报告期内，公司变更了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3月 16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7）。 

3、公司于2021年2月成立了全资子公司苏州天蓝祥瑞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800万元，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

运行维护服务；环保咨询服务；大气环境污染防治服务；环境保护监测；软件开发；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

仪器仪表销售；大气污染监测及检测仪器仪表销售；水质污染物监测及检测仪器仪表销售；生态环境监测及检测仪器仪表销

售；环境应急检测仪器仪表销售；环境监测专用仪器仪表销售；实验分析仪器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4、2021年7月7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定终止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并向深交所申请撤

回相关申请文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终止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4）。2021年7月12日，公司收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终止对江苏天

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审核的决定》（深证上审〔2021〕360号），深交所决定终止对公司申请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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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