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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80                     证券简称：易成新能                  公告编号：2021-082 

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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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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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成新能 股票代码 30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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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兴华  

办公地址 河南省开封市精细化工产业园区  

电话 0371-27771026  

电子信箱 zqb@ycn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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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0,300,069.81 1,652,369,851.72 68.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1,555,073.47 16,398,482.35 153.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33,230,416.23 -20,319,920.92 -6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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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后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296,695.11 56,578,148.07 -71.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00 0.0081 146.9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00 0.0081 146.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6% 0.35%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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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31,006,403.51 9,393,964,970.98 3.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881,906,600.80 4,837,011,339.56 0.9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5,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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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46.98% 977,755,244 877,084,149 质押 50,335,500 

开封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88% 309,597,800 0   

河南省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25% 130,172,904 0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63% 96,327,949 44,258,788   

河南平煤神马首山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74% 57,077,525 57,077,525   

上海阿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阿杏延

安 14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8% 14,094,300 0   

贵阳铝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3% 13,017,290 0   

姜维海 境内自然人 0.30% 6,260,364 0   

宋贺臣 境内自然人 0.28% 5,857,557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中

证光伏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23% 4,810,77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河南平煤神马首山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为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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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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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成新能定

向可转换公

司债券 

易成定转 124018 2020 年 12 月 16 日 2026 年 12 月 15 日 6,549.64 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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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6% 43.9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4.71 4.89 

三、重要事项 

2020年3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及可转换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他相关议案，公司通过发

行股份及可转换债券相结合的方式，购买河南平煤神马首山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平煤隆基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30%的股权，同时向不超过35名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债券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

额不超过32,700万元。公司已于2020年12月11日完成了平煤隆基的股权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公

司现合计持有平煤隆基 80.20%股权。同时，2021年7月2日，已完成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募集资金总额为

326,999,976.75元，发行股份数量为80,740,735 股，该新增股份已于2021年7月22日上市。 

  2020年12月4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100%股

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持有的全资子公司易成环保100%股权转让给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开封东

大， 2020年12月30日、31日，公司已收到开封东大支付的不低于50%交易对价10,020万元，2021年6月30

日，公司已收到开封东大支付的剩余对价款 10,016.83 万元，截止2021年6月30日，公司累计收到开封东大

支付的交易对价款 20,036.83 万元，本次交易对价已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收回。 

2021年4月2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2021年4月19日，公司召开了2021年第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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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资产置换支付方式>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同意由中国平煤神马集

团“以天源新能源电站资产”作为支付对价调整为由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以货币资金”作为支付对价。并由

易成新能、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等交易各方签署《资产置换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2021年4月2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河南华沐通途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20%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0元收购河南联融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河南华沐通途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20%认缴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华沐通途60%股权。 

2021年4月2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2021年4月19日，召开了2021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开封平煤新型炭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期限并签署补充协议的议

案》，由于2020年新冠疫情的影响，市场环境以及公司生产经营遭受到不可抗力的冲击，为促进公司稳健

经营和可持续发展，维护股东利益，同意将原2020年度、2021年度的业绩承诺延期至2021年度、2022年度

履行。 

2021年6月14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内部股权划

转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控股子公司河南华沐通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60%股权划转给公司全资子公司河

南中原金太阳技术有限公司。划转工作完成后，华沐通途成为中原金太阳的控股子公司，公司仍为中原金

太阳、华沐通途的最终控制方。 

 

 

 

 

 

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王安乐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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