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300438                           证券简称：鹏辉能源                           公告编号：2021-082 

 

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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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鹏辉能源 股票代码 300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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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宏力 刘小林 

办公地址 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市良路(西村段)912 号 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市良路(西村段)912 号 

电话 020-39196852 020-39196852 

电子信箱 info@greatpower.net info@greatpow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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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4,886,219.67 1,313,609,086.01 86.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8,405,767.81 70,914,494.71 66.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04,623,227.70 44,794,559.81 133.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3,539,944.61 145,181,251.75 -17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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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 0.17 64.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 0.17 64.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1% 3.00%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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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50,933,988.47 6,959,125,809.35 7.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98,299,735.90 2,454,717,427.45 1.7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34,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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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信德 境内自然人 32.11% 134,719,192 101,039,394 质押 50,466,998 

夏仁德 境内自然人 6.53% 27,393,991 0   

李克文 境内自然人 3.92% 16,456,199 0 质押 6,900,000 

清远市铭驰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3% 14,405,731 0 质押 18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前海开源公用事业行业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2% 6,358,685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前海开源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6% 4,426,250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

瑞信新能源汽车主题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7% 3,247,500 0   

福建滚雪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福建滚雪球诺诚 9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6% 2,787,60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49% 2,064,149 0   

刘国珍 境内自然人 0.44% 1,849,65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夏仁德先生系夏信德先生的哥哥。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股东李克文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股 15,706,151 股外，还通过信用证券账

户持股 750,048 股，实际合计持有 16,456,199 股；股东清远市铭驰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股 7,130,731 股外，还通过信用证券账

户持股 7,275,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4,405,731 股；股东福建滚雪球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福建滚雪球诺诚 9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除通过普通证券

账户持股 456,300 股外，还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股 2,331,300 股，实际合

计持有 2,787,600 股；股东刘国珍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股 61,228 股外，

还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股 1,788,425 股，实际合计持有 1,849,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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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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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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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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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

司债券 

鹏辉转债 123070 2020 年 10 月 20 日 2026 年 10 月 19 日 74,902.66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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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18% 62.03%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0.2 14.22 

三、重要事项 

1、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事项 

公司于2021年1月5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告编号：2021-001）；于2021年1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了《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007）、《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部分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9）

等公告；于2021年2月4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再次调整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0）、《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首

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2）等公告；于2021年3月4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1）；于2021年4月28日在巨潮

资讯网上披露了《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5）等公告。 

2、公司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和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事项 

公司于2021年2月10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

方式和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25）。 

3、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 

公司于2021年3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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