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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20            证券简称：*ST 节能        公告编号：2022-021 

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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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全文。 

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强调事

项段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三、5所述，神雾

节能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21】112号），并于 2021年 12月

20 日就事先告知书的剩余未更正内容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交了《行政处罚申辩书》，最终的行政

处罚决定书尚未收到，神雾节能公司未对以上事项进行会计处理。该事项不影响 2020年及 2021年的期初

留存收益及 2021年的净利润。 

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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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节能 股票代码 00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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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郭静  

办公地址 
南京市雨花台区宁双路 28 号汇智大厦 A

座 9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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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 025-85499131   

电话 025-85499131  

电子信箱 stocks@shenwujieneng.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江苏院完成破产重整并置入武汉联合立本公司后，公司重新规划发展方向，调整经营思路，

部署经营任务，改变经营策略，在市场定位、业务布局、经营模式、资源配置和技术服务方面向公司优势

的技术领域倾斜。市场定位：围绕江苏院的钢铁冶金行业清洁冶炼设计和总承包（EP）业务以及联合立本

的工业污水处理、余热余压综合利用及其附属设备、相关控制系统的业务开展。具体业务为：江苏院依托

其积累的市场资源和核心技术（蓄热式转底炉（SRF）直接还原清洁冶炼技术），继续深耕国内钢铁、有

色行业大宗工业固废领域，重点发展钢铁行业固废粉尘（含铁锌尘泥）、有色行业冶炼弃渣的资源处理；

以及以传统技术为钢铁、有色等行业提供工程设计、咨询、总承包业务，涵盖烧结、球团、炼铁、轧钢、

烟气治理、水处理、工民建等领域。联合立本重点以系统整体供应形式的总承包、系统主设备及其附属设

备的销售服务和系统工程施工安装服务三种模式致力于在天然气压力能综合利用系统、化工行业的 ORC 

发电及蒸汽压缩机组及煤矿矿井余热综合利用系统、矿井热害治理系统、工业污水处理等领域为客户提供

实施方案、系统设计、产品订制、安装调试及运行交付。业务布局：开拓钢铁、有色和煤炭市场，坚持立

足内蒙、山陕、甘肃等地区，谋划山东、辽宁等市场，布局中西部市场的区域拓展战略；经营模式：开展

设计、咨询、设备供货及工程总承包等多种经营模式；资源配置：管理从粗放到精细、着重恢复公司核心

技术研发，人才引进注重行业经营和管理水平，资源配置全面向公司核心技术项目和核心技术团队倾斜，

不断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技术服务：以传统设计项目和核心技术项目为主，加大项目设计优化、现场施

工服务力度，提升服务管理质量。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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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316,047,634.72 13,420,893.22 2,254.89% 66,208,282.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4,775,378.06 -2,380,134,658.63 103.56% -2,017,148,106.31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120,157,347.64 1,662,522.48 7,127.41% 16,227,342.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90,216,791.53 -362,986,552.32 648.29% -2,049,722,141.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236,318.35 -297,879,376.14 97.91% -1,701,728,308.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4,399,618.78 3,519,301.74 -4,203.08% -49,535,86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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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3.1232 -0.570 647.93% -3.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3.1232 -0.570 647.93% -3.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3.41% -16.51% -156.90% -206.5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0.00 1,277,610.61 266,615.93 118,613,121.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526,099.41 1,990,533,634.43 15,575,754.29 12,633,502.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282,299.41 -5,023,857.01 -804,632.04 12,874,470.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6,273.30 -76,003,995.00 -55,237,782.45 -13,081,568.03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28,015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5,487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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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雾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7.44% 

238,600,0

00 
238,600,000 

质押 238,600,000 

冻结 238,600,000 

华创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34% 

34,000,00

0 
34,000,000   

山西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00% 

31,820,46

2 
31,820,462   

中原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11% 

19,800,00

0 
19,800,000   

长城国瑞证

券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64% 

16,810,00

0 
16,810,000   

文菁华 
境内自然

人 
1.45% 9,249,876 9,249,876 冻结 9,249,876 

陕西省国际

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陕

国投·持盈 88

号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1.24% 7,917,181    

徐爱卿 境内自然 1.13% 7,169,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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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周水荣 
境内自然

人 
1.10% 7,000,000    

陕西省国际

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陕

国投·聚宝盆

30 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0.65% 4,130,45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神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持盈 88 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聚宝盆 30 号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存在关联关系，其余股东之间未知是否有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无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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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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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于2020年11月17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编

号：赣证调查字 2020013 号、赣证调查字 2020015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中国证监会决定

对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立案调查。详情参见公司于2020年11月17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及控股股东

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96）、2020年11月24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实际控

制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01）。2021年12月1日，公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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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21】112号〕，根据事先告知

书内容，公司在2016年年报和2017年年报涉及的金川弃渣综合利用一期工程项目、二期工程项目及广西景

昇隆项目存在虚假记载，其中金川一期和广西景昇隆项目的收入、成本、利润已于2020年4月29日更正完

毕，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15）；2017年年报存在的虚假记载涉及的金川弃渣综合利用二期工程项目（以下简称“金川二期”）

的部分收入、成本及利润已于2020年4月29日更正完毕，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披露的《关于

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公告编号：20-015）。根据上述公司财务测算的结果，公司 2016-2020 年

度未构成连续4年亏损或连续3年净资产为负的情形。因此，公司初步判断本次收到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书》涉及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暂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规定的重大

违法强制退市的情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2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

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05）。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针对上述调查事项的

结论性意见。 

2、关于公司控股股东业绩补偿事项，经公司与控股股东函件沟通，神雾集团已书面确认将按照业绩

补偿协议的约定履行补偿义务。鉴于神雾集团目前处境，其持有的公司股票已全部被质押和司法冻结及轮

候冻结，股份补偿义务客观上无法履行，则以现金补偿3,246,023,191.98元。目前神雾集团正在与各债权

人、已划转的原质押权人积极沟通债务清偿及业绩补偿方案。 

3、报告期内，公司与违规担保相关各方签署《执行和解协议》解除公司担保责任；公司与神雾环保、

恒健通签署《债务转移暨抵偿协议》挽回由上海栩生违规担保案造成的公司损失。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

于2021年4月29日和4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公司签订协议以解决违规担保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43）以及《关于公司与部分债权人签订《债务清偿暨转移协议》、《债权重组与清偿协议》及《和

解协议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0）。 

4、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持有的公司16,810,000股、7,000,000股、34,000,000股股票分别已于2021

年1月11日、3月2日、5月12日被司法划转，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11日、5月13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神

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5、报告期内，南京中院已批准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院的破产重整计划，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3日和

7月13日披露的《关于法院裁定批准全资子公司重整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9）。 

6、报告期内，因江苏院破产重整执行完毕，根据江苏院重整计划中《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的规定，

神雾节能持有江苏院的股权比例下降至51%；公司仍为江苏院的控股股东。 

7、江苏院并已于2021年6月30日执行完毕重整计划，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13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的《关于全资子公司破产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82）。 

8、2021年8月30日，公司已与招商银行大连分行达成债务减免协议，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

12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公司拟与债权人签订《贷款减免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89）。 

9、报告期内，鉴于江苏院的经营发展和引进人才需要，以增资方式引入投资者南京旭阳。公司、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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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院、武汉君成、南京旭阳四方签署《增资协议》，约定南京旭阳以人民币1,000万元，认购江苏院新增注

册资本516万元，剩余部分即人民币484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公司作为江苏院的控股股东，同意南京旭阳对

江苏院的本次增资，并放弃对本次新增注册资本的优先认缴出资权。本次增资完成后，江苏院注册资本增

加至10,320万元，公司持有其48.45%的股权，武汉君成持有其46.55%的股权，南京旭阳持有其5%的股权。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会议审议通过。为规范江苏院治理，明确江苏院董事会席位等股东权力，

神雾节能、南京旭阳、武汉君成签订《股东协议》，规定江苏院依照章程组成董事会，董事人数5名，其中

南京旭阳委派1名董事、神雾节能委派3名董事、武汉君成委派1名董事。南京旭阳将本次增资后享有的股

东重大事项决策权、股东投票权、表决权等全权委托给神雾节能行使，在所有重大事项上与神雾节能保持

一致，并按照神雾节能意志行使股东权利。本次放弃控股子公司增资优先认缴出资权及表决权委托事宜完

成后，公司持有江苏院48.45%的股权，且拥有可支配表决权的股份占江苏院总股本的53.45%，仍为江苏院

的控股股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1月18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公司放弃控股子公司增资

优先认缴出资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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