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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三角防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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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椰岛 600238 ST椰岛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鹏 蔡专

电话 089866532987 089866532987

办公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药谷二期药谷二横路2号 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药谷二期药谷二横路2号

电子信箱 yedaohainan@163.com yedaohain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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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6,400,925.21 1,179,595,601.94 2.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71,168,870.49 555,274,890.95 2.86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425,918,243.87 269,537,673.48 58.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855,708.15 -40,072,025.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9,701,370.95 -40,997,066.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0,246,696.18 -18,470,164.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2 -7.85 增加10.6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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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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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东方君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84 93,410,473 冻结 93,410,473

海口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02 76,296,332 无

海口汇翔健康咨询服务中心（有限合伙） 其他 2.79 12,504,459 无

海南信唐贸易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1.57 7,051,403 无

邓亚平 境内自然人 1.24 5,538,871 质押 5,538,871

曲锋 境内自然人 1.23 5,517,004 质押 5,517,004

谢筱蕾 境内自然人 0.46 2,055,800 无

赵建平 境内自然人 0.45 2,000,000 无

陈辉 境内自然人 0.43 1,914,000 无

顾爱华 境内自然人 0.42 1,876,40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东方君盛与国资公司无关联关系；邓亚平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曲锋现任公司董事；公司未知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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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北京东方君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冯彪

变更日期 2021年6月18日

信息披露网站查询索引及日期

www.sse.com.cn详见海南椰岛于2021年6月22日披露的 《关于股东

〈表决权委托协议〉 到期解除暨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公告》

(2021-042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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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3月16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椰岛酒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宜府春酒业指定的四川宜府世家供

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签署发起人协议，双方共同发起设立椰岛粮造（成都）酒业有限公司。 椰岛成都粮造

注册资本5000万元，其中椰岛酒业出资 3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60%，宜府世家出资2000万元，占注

册资本的40%。

2021年3月17日，椰岛酒业与衡湖缘酿酒签署发起人协议，双方共同发起设立椰岛粮造（衡水）酒业

有限公司。椰岛衡水粮造注册资本3000万元，其中椰岛酒业出资18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60%，衡湖缘酿

酒出资12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0%。

2021年4月27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椰岛酒业与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

糊涂酒业共同出资设立贵州省仁怀市椰岛糊涂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3亿元，其中椰岛酒业以

现金出资2.4亿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80%，糊涂酒业以现金出资0.6�亿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20%。

通过以上战略合作，公司完成了浓香、清香、酱香三大主流白酒香型的战略布局，弥补了公司在白酒

领域上的短板，为提升公司主营业务经营能力奠定了基础。

股票简称：海南椰岛 股票代码：600238� � � � � � � �编号：2021-049号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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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三号———酒制造（2020年修订）》的相关规定，现将海南椰

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酒类主要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告如下：

一、酒类产品销售情况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产品档次 2021年上半年销售收入 2020年上半年销售收入 收入同比（%） 主要代表品牌

鹿龟酒系列 4,046.76 1,765.96 129.15 鹿龟酒

海王酒系列 3,971.33 3,353.39 18.43 海王酒

白酒系列 10,646.98 724.26 1,370.05

椰岛海酱、 椰岛封坛酒、 海口大

曲、原浆酒等

其他酒系列 782.00 778.95 0.39 三椰春等

合 计 19,447.07 6,622.56 193.65

二、酒类销售渠道情况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渠道类型 2021年上半年销售收入 2020年上半年销售收入 收入同比（%） 本期销售量（千升） 上期销售量（千升）

直销（含团购） 7,881.09 1,265.78 522.63 764.16 346.87

批发代理 11,565.98 5,356.78 115.91 4,214.26 3,195.18

合 计 19,447.07 6,622.56 193.65 4,978.42 3,542.05

三、酒类销售区域情况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区域名称 2021年上半年销售收入 2020年上半年销售收入 收入同比（%） 本期销售量（千升） 上期销售量（千升）

华东地区 109.11 851.67 -87.19 28.82 439.22

华中地区 3,539.85 3,078.71 14.98 686.92 1,292.17

华北地区 556.33 186.08 198.97 277.72 86.98

华南地区 13,107.50 2,381.54 450.38 3,852.41 1,673.61

西南地区 368.82 21.47 1,617.84 97.57 10.50

其他地区 1,765.46 103.09 1,612.54 34.98 39.57

合 计 19,447.07 6,622.56 193.65 4,978.42 3,542.05

四、酒类经销商情况

单位：个

区域名称 报告期末经销商数量 报告期内增加数量 报告期内减少数量

华东地区 139 3 2

华中地区 137 4 1

华北地区 108 1 2

华南地区 142 4 3

西南地区 23 0 0

其他地区 58 0 2

合 计 607 12 10

特此公告。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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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腾股份 603283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丰（代） 刘长艳

电话 0512-65648619 0512-65648619

办公地址 江苏省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东吴南路4号 江苏省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东吴南路4号

电子信箱 zqb@secote.com zqb@secot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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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5,047,763.62 3,327,050,291.71 2.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00,477,664.66 1,224,195,398.52 -1.9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755,453,734.49 681,494,416.11 10.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584,244.56 103,738,646.31 -67.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26,456,407.76 79,761,053.49 -66.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5,135,192.50 -45,829,674.11 1,005.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3 9.81 减少7.0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59 -67.8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59 -6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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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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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丰 境内自然人 55.93 101,798,088 0 质押 34,630,000

曾慧 境内自然人 3.30 6,012,000 0 无

苏州赛伟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其他 1.40 2,550,000 0 无

陈雪兴 境内自然人 1.16 2,120,097 0 无

张玺 境内自然人 1.13 2,055,080 0 无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其他 1.03 1,883,575 0 无

周雪钦 境内自然人 1.00 1,818,263 0 无

邵聪 境内自然人 0.67 1,220,037 0 无

邹卫忠 境内自然人 0.51 926,900 0 无

JPMORGAN� CHASE� BANK,NATIONAL�

ASSOCIATION

其他 0.47 850,039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孙丰先生与曾慧女士系夫妻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流通股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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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603283� � � � �证券简称：赛腾股份 公告编号：2021-059

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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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

十四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于2021年7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

次会议的通知于2021年7月16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本次会议应

参加董事11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1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方式符合《公司

法》及《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孙丰先生主持，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该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公告。

2、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

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该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公告。

特此公告。

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28日

证券代码：603283� � � � �证券简称：赛腾股份 公告编号：2021-060

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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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

四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于2021年7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

会议的通知于2021年7月16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本次会议应参

加监事3名，实际参加监事3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方式符合《公司法》及

《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贾华军先生主持，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

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3人赞成， 0人反对， 0人弃权。

该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公告。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

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3人赞成， 0人反对， 0人弃权。

该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公告。

特此公告。

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7月28日

证券代码：603283� � � �证券简称：赛腾股份 公告编号：2021-062

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

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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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的相关规

定，现将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帐时间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2226号”《关于核准

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000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6.90元，募集

资金总额人民币27,600.00万元，扣除承销费用及保荐费用后，余额由主承销商

（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2017年12月19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

金监管账户：

单位：人民币万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金额

中国光大银行苏州吴中分行 37060188000174754 10,076.74

苏州银行苏州工业园区支行 51209500000147 15,523,26

合计 25,600.00

另外，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不含税）944.23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总额24,

655.77万元，上述资金于2017年12月19日到位，并由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验出具了众会字（2017）第6470号《验资报告》。

2、发行可转换债券、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到位情况

根据本公司2018年12月5日召开的2018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关于公司发行可转换债券、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

的议案》，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向张玺等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9]270号）的核准，本公司于2019年7月向5名特定投资者非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7,272,724股，发行价格为每股19.25元，募集资金总

额139,999,937.00元， 扣除本次发行费后的募集资金已由承销商华泰联合证

券于2019年7月19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129,

135,691.72元。 上述资金于2019年7月19日到位，经由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众会字（2019）第5871号”《验资报告》 。

2019年8月27日及28日,公司以现金方式支付给赛腾菱欧原三位股东交易

对价的30%，总计6,300万元，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已全部支付完毕。

截止2021年6月30日，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对应股权已交割完毕，公司

向张玺发行股453,396股股份、 向陈雪兴发行414,691股股份、 向邵聪发行

237,756股股份，合计发行1,105,843股，发行价格为18.99元/股，发行股票公

允价值为21,000,000.00元，共计增加股本1,105,843.00元，增加资本公积19,

894,157.00元。业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9年10月25日出具

的众会字[2019]第6265号《验资报告》验证。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2019年

12月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手续。

截止2021年6月30日，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对应股权已交割

完毕，公司向张玺发行516,600张可转换债券、向陈雪兴发行472,500张可转

换债券以及向邵聪发行270,900张可转换债券,合计发行1,260,000张可转换

公司债券。发行价格每张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126,000,000.00元。业经众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9年10月25日出具的众会字[2019]第7476

号《验资报告》验证。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已于2019年12月24日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手续。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存放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专户期初金额 256,010,267.38

加：募集资金专户的利息收入及扣减手续费净额 1,002,430.94

加：收回闲置资金现金管理的本金 480,000,000.00

加：闲置资金现金管理的收益 3,623,333.33

减：转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57,322,371.46

减：投入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 111,102,843.19

减：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本金 480,000,000.00

减：扣除发行费用 9,442,302.83

减：补充流动资金 50,000,000.00

募集资金专户结余金额 32,768,514.17

2、发行可转换债券、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使用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专户期初金额 129,399,937.00

加：募集资金专户的利息收入及扣减手续费净额 33,173.50

减：现金购买资产 63,000,000.00

减：扣除重组费用 804,245.28

减：补充流动资金 65,628,865.22

募集资金专户结余金额 0.00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保护投资者权益，本

公司按照 《公司法》 、《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

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司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

专户开户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及公司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

专户开户银行、募投实施主体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开设了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实施专户存储。三方、四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

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

行。

截至2021年06月30日，本公司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存放银行 银行帐号 初始余额 截止日余额 备注

中国光大银行苏州吴中分行 37060188000174754 100,767,400.00 0.00

苏州银行苏州工业园区支行 51209500000147 155,232,600.00 32,768,514.17

中国光大银行苏州吴中支行 37060188000174836 0.00 0.00

苏州银行苏州工业园区支行 51289500000148 0.00 0.00

合计 256,000,000.00 32,768,514.17

注：截止 2021�年06月30日，上述募集资金账户余额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

存款利息及银行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2、发行可转换债券、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使用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存放银行 银行帐号 初始余额 截止日余额 备注

中国银行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支行 479373281347 63,000,000.00 0.00 账户已注销

中国银行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支行 504073288432 6,399,937.00 0.00 账户已注销

中国银行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支行 545673283006 60,000,000.00 0.00 账户已注销

合计 129,399,937.00 0.00

注：截止 2021�年06月30日，配套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公司已对上述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予以注销。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报告附表1、附表2。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8年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5,732.23万元。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8年9月25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使用部分

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不超过 1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

金用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公司于2018年9月28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0,000万元临时补充流动

资金，于2019年9月12日归还10,000万元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9年9月1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使用部

分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不超过 13,000�万元闲置募集

资金用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公司于2019年9月19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3,000万元临时补充流动

资金， 于2019年9月25日将上述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中的2,000

万元提前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于2020年8月28日将剩余用于临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11,000万元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20年9月2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部分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不超过11,000万元的闲置募

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

过12个月。 公司于2020年9月4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9,000万元临时补充流动

资金。 根据募投项目进展情况及资金需求,公司于2021年6月25日将上述用于

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中的4000万元提前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止2021年06月30日， 尚有5,000万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未

归还。

（四）、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产品情况

1、 公司于2018年1月31日在中国光大银行苏州吴中支行购买保本保收益

型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3,000万元，利率3.95%，2018年02月28日到期赎回，取

得投资理财收益9.87万元。

2、公司于2018年02月28日在中国光大银行苏州吴中支行购买保本保收益

型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3,000万元，利率4.15%，2018年04月28日到期赎回，取

得投资理财收益20.75万元。

3、公司于2018年04月28日在中国光大银行苏州吴中支行购买保本保收益

型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3,000万元，利率3.90%，2018年05月28日到期赎回，取

得投资理财收益9.75万元。

4、公司于2018年05月28日在中国光大银行苏州吴中支行购买保本保收益

型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3,000万元，利率4.55%，2018年08月28日赎回，取得投

资理财收益34.13万元。

5、公司于2018年02月09日在苏州银行苏州工业园区支行购买保本浮动收

益型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10,000万元， 利率4.51%，2018年05月09日赎回，取

得投资理财收益112.75万元。

6、公司于2018年05月11日在苏州银行苏州工业园区支行购买保本浮动收

益型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10,000万元， 利率4.00%，2018年06月11日赎回，取

得投资理财收益33.33万元。

7、公司于2018年06月12日在苏州银行苏州工业园区支行购买保本浮动收

益型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10,000万元， 利率4.51%，2018年09月12日赎回，取

得投资理财收益112.75万元。

8、公司于2018年12月14日在苏州银行苏州工业园区支行购买保本浮动收

益型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3,000万元，利率4.00%，2019年1月14日赎回，取得

投资理财收益10万元。

9、公司于2019年06月14日在苏州银行苏州工业园区支行购买保本浮动收

益型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3,000万元，利率3.85%，2019年8月14日赎回，取得

投资理财收益19万元。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2021年6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变更的议案》， 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新建研发中心项目” 的实施主体由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赛众自动化科技有限

公司变更为赛腾股份，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本次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在全资子公

司及上市公司之间进行变更，不属于募投项目的实质性变更以及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用途的情形，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 募集资金

的使用和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形。

附表1、附表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07-28

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4,655.77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742.2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6,842.5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

承

诺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额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4)＝(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消费电子行业

自动化设备建

设项目

否 9,132.51 9,132.51 不适用 16.28 9,214.95 - 100.90% 2022年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新建研发中心

项目

否 15,523.26 15,523.26 不适用 2,725.94 7,627.57 - 49.14% 2022年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24,655.77 24,655.77 2,742.22 16,842.52 68.31%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先期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5732.23万元,于2018年1月置换5732.23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三、（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三、(四)�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产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注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 “本年度投入金

额” 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 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

据确定。

注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 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

径、计算方法一致。

附表2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7,639.99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7,643.3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

承

诺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4)＝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支付现金购买赛

腾菱欧100%股权

并募集配套资金

否 12,939.99 12,939.99 12,939.99 12,943.31 12,943.31 3.32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发行股份购买赛

腾菱欧股权

否 2,100.00 2,100.00 2,100.00 2,100.00 2,100.00 -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购买赛腾菱

欧股权

否 12,600.00 12,600.00 12,600.00 12,600.00 12,600.0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27,639.99 27,639.99 27,639.99 27,643.31 27,643.31 3.32 100.00%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不适用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注： 配套募集资金中用于支付给赛腾菱欧原三位股东交易对价6,300万

元，支付重组费用80.42万元，余额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系募集资金账户利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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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角防务 股票代码 300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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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伟杰 刘家骏

办公地址 西安市航空基地蓝天二路8号 西安市航空基地蓝天二路8号

电话 029-81660637 029-81660637

电子信箱 sjfw@400mn.com sjfw@400m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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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6,730,727.02 321,270,663.59 45.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5,134,111.48 100,653,254.36 64.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元）

159,474,989.73 86,536,723.27 84.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454,754.25 12,699,486.13 21.7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 0.20 6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 0.20 6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14% 5.55%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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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4,902,647.12 2,594,833,512.36 38.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08,760,529.18 1,926,184,799.38 14.6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19,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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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航空产业投资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11% 60,000,000 60,000,000

广东温氏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29% 41,070,000 41,070,000

西安鹏辉投资管理

有限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8.07% 40,000,000 40,000,000 质押 9,727,220

西安三森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77% 38,500,000 38,500,000 质押 12,423,650

西安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6.05% 30,000,000 30,000,000

严建亚 境内自然人 4.04% 20,000,000 20,0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易方达

国防军工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3.11% 15,415,67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夏军

工安全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9% 6,877,334

陕西航空产业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9% 6,874,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邮核

心成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37% 6,779,82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股东中，严建亚先生为公司董事长，并持有鹏辉投资80.15%的出资份额，担任执

行事务合伙人，严建亚之配偶范代娣持有三森投资83.33%的股权，严建亚担任三森投资

执行董事。

西航投资持有陕航创投19.76%的出资份额。

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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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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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三角防务股

份有限公司创业

板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

三角转债 123114 2021年05月25日 2027年05月24日 90,437.27

第一年0.40%、 第二

年 0.60% 、 第 三 年

1.00% 、 第 四 年

1.50% 、 第 五 年

2.50% 、 第 六 年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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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9% 25.77%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三、重要事项

公司于2021年5月25日公开发行了9,043,727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每张面值100元， 发行总额90,

437.27万元，于2021年6月11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三角转债” ，债券代码“123114” 。 本次

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为6年，即自2021年5月25日至2027年5月24日，转股的起止日期是2021年

11月30日至2027年5月24日。

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到期归还本金和最后一年利息。 第一年0.40%、第

二年0.60%、第三年1.00%、第四年1.50%、第五年2.50%、第六年3.00%。

根据《西安三角防务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有关

规定，“三角转债” 初始转股价格为31.82元/股。

2020年7月10日，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西安三角防务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东方金诚债评字【2020】625号），经评定，公司主体

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次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2021年7月23日，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西安三角防务股份有限公司主体及“三

角转债” 2021年度跟踪评级报告》（东方金诚债跟踪评字【2021】679号），经评定，维持公司主体信用

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同时维持“三角转债” 的信用等级为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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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21年7月28日，西安三角防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

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将于2021年7

月29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西安三角防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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