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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第一节重要提示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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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报告期，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

第二节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福成股份 600965 福成五丰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伟 /

电话 010-61595607 /

办公地址

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高新技术园区京榆

大街963号

/

电子信箱 Fortune600965@163.com /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2,679,767,254.92 2,530,273,081.45 5.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058,599,341.14 2,041,428,069.19 0.8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635,826,712.95 456,711,500.62 39.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99,041,367.45 44,931,923.60 120.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3,544,158.28 38,645,035.46 142.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22,667,728.19 73,030,463.83 67.9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4.77 2.20 增加2.5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10 0.0549 120.4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10 0.0549 120.40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2,93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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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福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5.51 290,697,674 0 无 0

李福成

境内自然

人

15.65 128,137,155 0 无 0

三河福生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9.01 73,795,393 0 无 0

李高生

境内自然

人

2.16 17,656,737 0 质押 176,500,000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中海信

托－福成股份员工持股计划集合

资金信托

其他 1.99 16,257,986 0 无 0

田桂军

境内自然

人

1.76 14,393,881 0 无 0

张雪春

境内自然

人

1.56 12,761,939 0 无 0

王金良

境内自然

人

1.21 9,890,318 0 无 0

滕再生

境内自然

人

1.18 9,624,641 0 无 0

于沛君

境内自然

人

0.93 7,621,298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福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李福成、 李高

生、三河福生投资有限公司是一致行动人，与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公司

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

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良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0965� � � � � � � � � � �证券简称：福成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1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和《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决定对《公

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并提交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现就《公司章程》修

订前后的相关条款公告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批发兼零售预包装

食品、乳制品；商品的进出口业务；畜禽养殖（限分支机构经

营）；畜禽屠宰、加工及冷藏（限分支机构经营）；加工肉制

品、速冻食品、糕点、饮料、乳制品、方便食品、调味料、豆制

品、淀粉及淀粉制品、初级农产品、其他粮食加工品（限分支

机构经营）；餐饮服务及配送（限分支机构经营）；有机肥料

的生产（限分支机构经营）；道路运输（限分支机构经营）。

（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

第十三条：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批发兼零售预包

装食品、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乳粉）；商品的进出口业

务（国家限定或禁止的商品除外）；以下由分支机构经营：

禽畜养殖；禽畜(牛)屠宰、加工及冷藏；加工肉制品、速冻食

品、糕点、饮料、乳制品、方便食品、调味料、豆制品、淀粉及

淀粉制品、初级农产品、其他粮食加工品；有机肥料的生

产；餐饮服务及配送；道路货物运输。 (以公司登记机关核

准的经营范围为准)

除上述部分条款修订外，《公司章程》其他内容不变，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披露

全文。

特此公告。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29日

股票代码：600965� � � � � � � � �股票简称：福成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2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食品制造业主要经营

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二十四号-食品制造》及《关于

做好上市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的要求，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现将2021年半年度食品制造业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食品制造业主要经营数据

1、 报告期内细分产品情况

产品类别 产量（吨） 销量（吨） 库存量（吨）

产量比上年增

减（%）

销量比上年增

减（%）

库存量比上年

增减（%）

牛肉 1,648.56 1,706.87 577.82 -12.02 -8.26 -21.17

羊肉 140.15 149.85 56.52 -8.95 -13.96 -6.39

肉制品 5,663.19 5,863.50 517.67 24.42 21.45 28.90

乳制品 981.17 980.66 108.60 -59.97 -55.09 -65.09

速食品 3,362.91 3,330.16 455.26 21.85 12.05 26.33

益生菌粉 2.11 2.12 0.14 24.12 10.99 -26.32

合计 11,798.09 12,033.16 1,716.01 0.05 0.11 -8.07

注：上述经营数据未经审计。

2、 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构成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按产品分项分

产品分项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牛肉 103,575,265.33 76,153,370.65 26.48 22.69 32.36 -5.37

羊肉 11,125,743.38 9,202,134.64 17.29 -9.28 -0.05 -7.64

肉制品 150,534,340.17 122,003,408.63 18.95 24.10 26.31 -1.42

乳制品 7,837,633.24 8,482,399.09 -8.23 -31.05 -28.40 -4.00

速食品 145,524,869.68 122,110,135.27 16.09 14.43 16.98 -1.83

益生菌粉 1,941,821.24 1,485,991.97 23.47 12.45 17.15 -3.08

小计 420,539,673.04 339,437,440.25 19.29 17.39 20.87 -2.32

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按销售模式分

销售模式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直销模式 211,736,700.13 171,013,943.50 19.23 58.58 64.46 -2.89

分销模式 208,802,972.91 168,423,496.75 19.34 -7.09 -4.76 -1.97

小计 420,539,673.04 339,437,440.25 19.29 17.39 20.87 -2.32

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按地区分部分

地区分部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北京地区 288,267,346.36 231,851,064.85 19.57 14.68 14.18 0.35

华北地区 37,237,732.76 32,125,582.87 13.73 -31.94 -5.44 -24.17

东北地区 19,677,122.80 14,161,390.46 28.03 547.70 475.35 9.05

华东地区 52,517,783.17 42,331,774.91 19.40 28.11 21.45 4.43

华南地区 12,931,482.50 11,050,667.98 14.54 854.79 910.80 -4.74

其它地区 9,908,205.45 7,916,959.18 20.10 46.10 46.81 -0.39

合计 420,539,673.04 339,437,440.25 19.29 17.39 20.87 -2.32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且均为内部抵消后财务数据。

特此公告。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0965� � �证券简称：福成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3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1年8月13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1年8月13日14点 30分

召开地点：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高新区京榆大街963号公司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1年8月13日

至2021年8月13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

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适用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

2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内容详见2021年7月29日

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

露的相关公告和后续披露的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2、 特别决议议案：2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无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适用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

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

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

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

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

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

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965 福成股份 2021/8/6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2021年8月10日

上午8:00-11:00� � �下午13:30-17:00

2、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持股票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加盖公章的法定代表人授

权委托书或法人代表证明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 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办理登记。

（3） 异地股东可采取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在来信或传真上须写明股东姓名或名

称、股东账户、联系地址、邮编、联系电话，信封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信函到达邮戳

或传真到达时间应不迟于2021年8月10日下午17:00）

3、登记电话或者传真：

电话：010-61595607� � � � � �传真：010-61595618

邮编：065201� � � � � � � � � � � � �联系人：绳东莉

六、 其他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为期半天，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自行安排食

宿、交通费用。

2、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股东账

户卡、授权委托书等原件，经工作人员核对后入场。

网络投票期间，如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特此公告。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29日

授权委托书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1年8月13日召开的贵公司2021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2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

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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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年7月17日，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以书

面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关于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的通知。2021年7月27日，公

司以现场+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公司共有董事7人，7名董事以

现场+通讯表决的方式对会议的议案投了表决票。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的董事审议并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九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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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报告期不进行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精达股份 60057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晓 周江

电话 0562-2809086 0562-2809086

办公地址

安徽省铜陵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黄山大

道北段988号

安徽省铜陵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黄山大

道北段988号

电子信箱 zqb@jingda.cn zqb@jingda.cn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0,243,505,065.89 8,965,775,684.24 14.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4,139,615,787.42 3,823,709,582.22 8.26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8,907,242,375.75 5,569,541,001.12 59.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73,732,732.30 170,905,900.63 60.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1,925,305.95 158,143,590.96 59.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782,925,631.66 604,193,763.35 -229.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6.93 4.80 增加2.1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2 0.089 59.5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6 0.089 52.81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85,25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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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特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2.84 250,258,383 0 质押 198,000,000

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保险产品

其他 9.03 175,950,000 0 无 0

铜陵精达铜材（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8.49 165,519,130 0 质押 163,0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3.18 61,925,835 0 无 0

广州市特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83 35,741,674 0 质押 35,000,000

中信里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客

户资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55 30,117,778 0 无 0

王琤 未知 1.03 20,019,900 无 0

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

有资金

其他 1.00 19,445,729 0 无 0

上海盘京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盛信2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98 19,177,920 0 无 0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兴业信

托·精达股份1号员工持股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0.84 16,456,664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特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广州市特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

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是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

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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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司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2021年7月28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2、本次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于2021年7月21日发出，并以电话方式确认。

3、应参加会议董事8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8人。

4、会议的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29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公司《2021年半年度

报告全文及摘要》。

2、审议通过了《关于执行新租赁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财政部要求，公司自2021年1月1日起需执行新租赁准则。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

政策的变更系根据财政部修订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相应变更， 新准则的实施能够更客

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

不会对公司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同

意公司执行新会计准则。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29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公司 《精达股份关于

执行新租赁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精达股份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精达股份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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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司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于2021年7月28日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应参加会议监事3人， 实际参会监事3

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29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公司《2021年半年度

报告全文及摘要》。

2、审议通过了《关于执行新租赁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本次变更会计政策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相关

文件要求进行的变更和调整，相关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执

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监事会一致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29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公司 《精达股份关于

执行新租赁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精达股份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精达股份第七届监事会关于定期报告的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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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执行新租赁准则并变更相关

会计政策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司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2018年12月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财会〔2018〕35号）要求而进行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不会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之前公司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2018年12月7日，财政部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21号-租赁)(财会(2018)35号，以

下简称“新租赁准则” )，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

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执行企业

会计准则的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根据新租赁准则的要求，公司自2021年1月1日

起执行新租赁准则。

2、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为财政部2006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第21号-租赁》及其他相关规定。

3、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执行财政部于2018年修订并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 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发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

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

行。

4、变更日期

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准则及通知规定，公司作为境内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执

行新租赁准则。

二、会计政策变更情况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执行新租赁准则的主要内容包括：

（1）新租赁准则下，除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外，承租人将不再区分融资租赁和

经营租赁，所有租赁将采用相同的会计处理，均须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2）对于使用权资产，承租人能够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应

当在租赁资产剩余使用寿命内计提折旧。 无法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能够取得租赁资产

所有权的，应当在租赁期与租赁资产剩余使用寿命两者孰短的期间内计提折旧。同时承租

人需确定使用权资产是否发生减值，并对已识别的减值损失进行会计处理；

（3）对于租赁负债，承租人应当计算租赁负债在租赁期内各期间的利息费用，并计入

当期损益；

（4）对于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承租人可以选择不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

债， 并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按照直线法或其他系统合理的方法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

损益。

（5）按照新租赁准则及上市规则要求，在披露的财务报告中调整租赁业务的相关内

容。

2、本次执行新租赁准则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的变更。 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不会对公司所有者

权益、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三、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新的企业会计准则

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等相关规定，不存在严重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公司

该事项。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变更会计政策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变更和调整，相关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监事会一致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事项。

四、备查文件

1、精达股份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精达股份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精达股份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29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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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鲁北化工 600727 ST鲁北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金增 蔺红波

电话 0543-6451265 0543-6451265

办公地址 山东省无棣县埕口镇 山东省无棣县埕口镇

电子信箱 lubeichem@lubeichem.com lubeichem@lubeichem.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4,797,773,403.54 4,566,915,919.92 4,566,915,919.92 5.0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2,801,765,825.93 2,683,721,599.86 2,683,721,599.86 4.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2,122,671,755.92 1,312,043,611.88 659,573,529.85 61.7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71,989,968.26 107,673,894.88 71,109,083.22 152.6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271,049,913.63 70,087,825.65 70,087,825.65 286.73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83,706,344.82 157,604,629.73 75,069,352.91 16.56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0.13 4.01 4.91 增加6.12个百分点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元／股）

0.51 0.31 0.2 64.52

稀 释 每 股 收 益

（元／股）

0.51 0.31 0.2 64.52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6,03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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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山东鲁北企

业集团总公

司

国有法人 34.24

180,969,

187

73,715,283 质押 77,000,000

山东省国有

资产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31 17,472,392 0 无 0

杭州锦江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87 15,189,815 15,189,815 质押 15,189,815

山东永道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 8,482,134 0 质押 8,220,000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华夏

磐利一年定

期开放混合

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01 5,331,179 0 无 0

浙江省发展

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 3,675,000 0 无 0

陈奇 境内自然人 0.32 1,713,600 0 无 0

房汉奎 境内自然人 0.31 1,648,500 0 无 0

刘强 境内自然人 0.3 1,591,000 0 无 0

何淑明 境内自然人 0.3 1,570,0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锦江集团通过全资子公司海南锦元持有鲁北集团35.60%股权。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

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

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股票代码：600727� � � � � � � � � �股票简称：鲁北化工 编号：2021-034

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

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八号———化工》、《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工作

的通知》的要求，现将2021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2021年半年度

产量（吨）

2021年半年度

销量（吨）

2021年半年度

销售金额（元）

钛白粉 76,608.15 70,453.30 1,095,518,409.81

甲烷氯化物 194,254.54 204,806.48 578,541,358.69

化 肥 72,272.19 89,388.49 190,888,554.93

原 盐 339,750.00 393,356.06 66,031,343.18

溴 素 1,462.37 1,467.88 51,743,249.52

水 泥 154,029.00 150,147.94 48,557,546.57

二、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1、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产品

2021年半年度

平均售价（元/吨）

2020年半年度

平均售价（元/吨）

变动比率（%）

钛白粉 15,549.57 12,099.91 28.51

甲烷氯化物 2,824.82 1,687.42 67.40

化 肥 2,135.49 1,938.49 10.16

原 盐 167.87 153.01 9.71

溴 素 35,250.33 25,205.82 39.85

水 泥 323.40 331.82 -2.54

2、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原料

2021年半年度均价(元/

吨）

2020年半年度均价(元/吨） 变动比率（%）

磷矿石 525.83 564.71 -6.88

磷矿粉 595.99 545.10 9.34

原煤 727.38 594.69 22.31

液氨 3,108.42 2,338.42 32.93

焦沫 876.39 677.13 29.43

甲醇 2,417.57 1,803.45 34.05

液氯 844.29 183.17 360.93

钛矿 1,842.60 1,575.31 16.97

硫酸 346.00 153.78 125.00

还原铁粉 2,108.87 1,765.69 19.44

离子膜液碱 725.10 813.86 -10.91

三、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无。

本公告之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审慎使用上述数据。

特此公告。

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九日

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727�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鲁北化工

公司代码：600577�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精达股份

公司代码：60096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福成股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