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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11            证券简称：雪榕生物             公告编号：2021-089 

债券代码：123056            债券简称：雪榕转债 

上海雪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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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榕生物 股票代码 30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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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永康 茅丽华 

办公地址 上海市奉贤区汇丰西路 1487 号 上海市奉贤区汇丰西路 1487 号 

电话 021-37198681 021-37198681 

电子信箱 xrtz@xuerong.com xrtz@xuero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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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8,810,813.47 995,800,104.43 -6.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0,702,210.37 155,466,147.74 -145.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85,426,872.24 156,044,941.30 -15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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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1,797,697.21 270,882,499.62 -80.8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36 -144.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36 -144.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5% 8.48% -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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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8,528,925.41 4,564,612,500.09 -5.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17,431,663.76 2,034,016,179.45 -5.7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38,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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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勇萍 境内自然人 30.10% 133,085,500 99,814,125   

诸焕诚 境内自然人 5.20% 22,993,610 17,245,207   

中国银行－

易方达稳健

收益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93% 4,121,365    

吴克平 境内自然人 0.72% 3,177,640    

上海硕泉资

产管理有限

公司－硕泉

五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4% 2,400,000    

余荣琳 境内自然人 0.52% 2,318,039    

深圳市善缘

金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善缘金206号

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45% 2,000,000    

平云英 境内自然人 0.43% 1,900,000    

梁沃池 境内自然人 0.40% 1,766,708    

彭皓喆 境内自然人 0.40% 1,753,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杨勇萍、诸焕诚、余荣琳为公司发起人。杨勇萍担任公司董事长，诸焕诚已于 2021 年 7

月 20 日辞去公司董事、总经理等职务，但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

系。公司股东上海硕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硕泉五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长城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4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400,000 股；

公司股东深圳市善缘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善缘金 20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长城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0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000,000

股；公司股东梁沃池通过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766,708 股，实际合计持有 1,766,708 股。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人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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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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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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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转换公

司债券 
雪榕转债 123056 

2020 年 06 月 24

日 

2026 年 06 月 23

日 
58,415.16 

第一年 0.4%、

第二年 0.7%、

第三年 1.0%、

第四年 1.5%、

第五年 2.5%、

第六年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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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75% 55.68%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2.38 8.77 

三、重要事项 

1、2021年2月10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关于上海雪榕生物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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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本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认为

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深交所将按规定报中国证监会履行相关注册程序。 

2021年3月24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上海雪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881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文件和相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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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1年4月30日，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2021年5月10日，公

司披露《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1-050）。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已于2021年5月14日实施完毕。具

体内容详见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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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债券基本信息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三、重要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