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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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尔药业 603351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唐群松 张坚

电话 025-85732322 025-85732322

办公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64号徐庄软件园研

发五区5号楼

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64号徐庄软件

园研发五区5号楼

电子信箱 wellyy@well-js.com wellyy@well-j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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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3,803,543.54 1,636,416,118.84 2.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17,824,458.57 1,299,661,888.92 1.40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484,789,805.14 332,267,261.35 45.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498,039.97 57,449,656.26 -1.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55,660,159.89 52,632,269.24 5.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032,897.92 52,996,998.33 -205.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4.28 4.55 减少0.2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3 0.44 -2.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3 0.44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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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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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仁荣 境内自然人 14.17 18,521,981 18,521,981 质押 9,820,000

唐群松 境内自然人 10.80 14,111,986 14,111,986 质押 8,400,000

高正松 境内自然人 10.80 14,111,986 14,111,986 质押 7,370,000

陈新国 境内自然人 10.80 14,111,986 14,111,986 质押 7,000,000

南京舜泰宗华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其他 7.76 10,142,990 10,142,990 质押 5,600,000

沈九四 境内自然人 6.46 8,442,000 0 无 0

吴荣文 境内自然人 2.88 3,759,000 0 无 0

雷立军 境内自然人 2.82 3,685,028 0 无 0

崔素兰 境内自然人 1.28 1,667,300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国泰鑫睿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22 1,600,0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吴仁荣、高正松、陈新国为一致行动人关系；吴仁荣、高正松、陈新国共

同出资设立的南京宝宸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南京舜泰宗华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2、除上述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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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351� � � � � �证券简称：威尔药业 公告编号：2021-028

南京威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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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威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1年7月28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1年7月15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会议由

董事长吴仁荣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指定媒体披露的 《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司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1-030）。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备查文件

《南京威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南京威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7月30日

证券代码：603351� � � � � �证券简称：威尔药业 公告编号：2021-029

南京威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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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威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1年 7月28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1年7月15日以书面方式向公司全体

监事发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吴荣文先生主持，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1）《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

程》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2）《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

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全面、真实、客观地反映出公司报告期内的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及其他重要事项；（3）未发现参与公司半年度报告编制及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

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指定媒体披露的 《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亦符合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不存在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违规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指定媒体披露的 《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1-030）。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备查文件

《南京威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南京威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 7月30日

证券代码：603351�证券简称：威尔药业 公告编号：2021-030

南京威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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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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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公告[2012]4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上证公字[2013]13

号）等有关规定，南京威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编制了《公司关于2021年

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具体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9年1月3日签发的证监许可[2019]4号文《关于核准南京威尔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 股）

16,666,700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35.5元，股款以人民币缴足，募集资金合计

人民币591,667,850.00元。 扣除应付未付的承销及保荐费用35,849,056.60元后余额555,818,793.40

元，已于2019年1月22日存入平安银行南京分行河西支行15000096822471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538,497,386.71元。 上述资金业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验证并出具

XYZH/2019NJA10004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1年 6月 30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金 额

募集资金到位金额 55,581.88

减：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1,732.14

募集资金净额 53,849.74

加：理财收益及利息（扣除手续费） 1,507.77

减：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9,054.47

减：前期直接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 30,343.71

减：本期直接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 14,349.14

减：理财收益及利息（扣除手续费）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 1,507.77

募集资金期末余额 102.42

二、 募集资金管理及存放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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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公告[2012]44号）、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上证公字[2013]13号）等有关规定，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使用

管理制度》，并在募集资金的日常使用管理过程中严格遵照执行。

公司已在银行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2019�年 1�月，公司与保荐机

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南京威尔药业科技有限公司与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江苏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

管协议》，上述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且

协议各方均按照规定切实履行了相关职责。

（二）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存放机构 账号 存放余额 备注

平安银行南京分行河西支行（注①） 15000096822471 936,967.95 募集资金专户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新街口支行（注②） 31140188000144688 71,365.01 募集资金专户

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30014587988 15,863.03 募集资金专户

平安银行南京分行河西支行 15000096822471 0 理财账户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新街口支行 31140181000102434 0 理财账户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6582875 0 理财账户

合计 ／ 1,024,195.99 ／

注：①平安银行南京分行河西支行系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下属支行，因监管业务审批盖

章权限归属南京分行，账户开立在下属支行，故三方监管协议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签订；

②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新街口支行系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下属支行， 因监管业务审

批盖章权限归属南京分行，账户开立在下属支行，故四方监管协议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签

订。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的资金使用情况

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19�年 3�月 8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

用 10,786.61�万元募集资金置换公司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同时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发表了同意意见。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保荐机构中信建投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事项分别出具了鉴证报告及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的《关于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04）。

（三）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公司于 2019�年 3�月 8�日及 2019� 年3月26日分别召开了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

2019�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南京威尔药业科技有限公司在不影响募投项目资金使用进度安排

及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5,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

用期限自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 在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

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期满后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管账户。

公司于 2020年 3�月 11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

司南京威尔药业科技有限公司在不影响募投项目资金使用进度安排及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

用总额不超过3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

个月。 在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期满后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管账户。

截至2021年6月30日，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尚在存续期的保本型理财

产品本金余额为人民币为0万元。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的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报告期内，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了部分募投项目投资

建设所需资金，2020年度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的募投项目所需资金金额为111,693,165.19�元，公司

于2021年1月使用募集资金予以等额置换。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

了募集资金的相关信息，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的违规情形。

特此公告。

南京威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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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849.74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4,349.1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3,747.3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

投资项目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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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t/a

注射用药

用辅料及

普通药用

辅料产业

基地项目

否 53,849.74

53,

849.74

53,

849.74

14,

349.14

53,

747.32

-102.42

99.81%

建设

中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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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

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19�年 3�月 8�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

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 10,786.61�万元募集资金置换公司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同时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发表了同意意见。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上

述事项分别出具了鉴证报告及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4）。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于 2019�年 3�月 8�日及 2019�年 3�月 26�日分别召开了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及 2019�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南京威尔药业科技有限

公司在不影响募投项目资金使用进度安排及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使用总额不

超过人民币 35,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公司 2019�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 在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循环

滚动使用，期满后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管账户。

公司于 2020�年 3�月 11�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南京威尔药业科技有限公司在不影响募投项目资

金使用进度安排及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总额不超过30,000�万元的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在上述使用期

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期满后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管账户。

截至2021年 6月 30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尚在存续

期的理财产品本金余额为人民币0万元。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

因

募投项目未完工/未完成决算。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了部分募投项目投资

建设所需资金，2020年度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的募投项目所需资金金额为111,693,

165.19元，公司于2021年1月使用募集资金予以等额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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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4：上表中“本年度/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不包括“理财收益及利息（扣除手续费）投入募投

项目的金额” 。

证券代码：603351�证券简称：威尔药业 公告编号：2021-031

南京威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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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威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主营业务为药用辅料及合成润滑基础油产品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八号－化工》等文

件要求，现将公司2021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2021年 1-6月

生产量（吨）

2021年 1-6月

销售量（吨）

2021年 1-6月

销售收入（万元）

1、合成润滑基础油 19,320.55 18,926.56 34,031.54

其中：机械类 13,814.00 13,335.31 25,323.87

非机械类 5506.55 5,591.25 8,707.67

2、药用辅料 3,564.19 3,289.88 12,580.67

其中：注射用 260.02 196.66 6,077.61

非注射用 3,304.17 3,093.22 6,503.06

合计 22,884.74 22,216.45 46,612.21

二、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一）主要产品销售价格变动情况

单位：元/吨（不含税）

主要产品

2021年 1-6月

平均售价

2020年 1-6月

平均售价

变动比例

1、合成润滑基础油 17,980.84 14,351.51 25.29%

其中：机械类 18,990.09 15,810.20 20.11%

非机械类 15,573.74 11,878.61 31.11%

2、药用辅料 38,240.47 32,559.73 17.45%

其中：注射用 309,041.32 258,916.67 19.36%

非注射用 21,023.58 21,018.22 0.03%

（二）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情况

单位：元/吨（不含税）

主要原材料

2021年1-6月

采购均价

2020年 1-6月

采购均价

变动比例

环氧乙烷 6,675.77 6,081.65 9.77%

环氧丙烷 15,914.85 8,141.44 95.48%

丙二醇原料 13,930.34 9,601.87 45.08%

三羟甲基丙烷 17,993.70 9,419.16 91.03%

J型油酸 10,137.62 6,674.25 51.89%

三、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无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以上主要经营数据，来自公司内部统计，仅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未对公司未

来经营情况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预测或保证，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威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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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阐述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应对措施，敬请

查阅本

报告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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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5�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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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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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币普通股（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

华锐精密 688059 无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段艳兰 姚天纵

电话 0731-22881838 0731-22881838

办公地址 ??株洲市芦淞区创业二路68号 ??株洲市芦淞区创业二路68号

电子信箱 zqb@wanshidaoju.cn zqb@wanshidaoj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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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0,503,388.59 618,375,995.49 58.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801,183,791.20 411,169,988.01 94.85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29,797,275.05 137,227,782.66 67.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74,331,736.88 34,486,016.26 115.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2,301,930.58 35,364,302.53 104.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80,746,817.03 30,854,590.53 161.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1.04 10.16 增加0.8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84 1.04 76.9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84 1.04 76.92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

例（%）

4.38 6.85 减少2.47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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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截止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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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转融通

借出股份的

限售股份数

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株洲鑫凯达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8227 5,643,000 5,643,000 5,643,000 无 0

株洲华辰星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2705 5,400,000 5,400,000 5,400,000 无 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慧和同

享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6577 3,369,994 3,369,994 3,369,994 无 0

肖旭凯 境内自然人 5.8739 2,585,000 2,585,000 2,585,000 无 0

王玉琴 境内自然人 4.1720 1,836,000 1,836,000 1,836,000 无 0

高颖 境内自然人 3.7584 1,654,000 1,654,000 1,654,000 无 0

苏州六禾之谦股权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5903 1,580,000 1,580,000 1,580,000 无 0

王振民 境内自然人 3.0676 1,350,000 1,350,000 1,350,000 无 0

陈拥军 境内自然人 2.8404 1,250,006 1,250,006 1,250,006 无 0

夏晓辉 境内自然人 2.7720 1,219,900 1,219,900 1,219,90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高颖为肖旭凯配偶，王玉琴为高颖母亲，三人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肖旭凯、高

颖为株洲鑫凯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株洲华辰星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实际控

制人；夏晓辉与苏州六禾之谦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 夏

晓辉为上海六禾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无

2.4�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表决权数量 表决权比例

报告期内表

决权增减

表决权受到

限制的情况

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

股份

1

株洲鑫凯达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5,643,000 0 5,643,000 12.8227 0 无

2

株洲华辰星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

5,400,000 0 5,400,000 12.2705 0 无

3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慧和

同享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369,994 0 3,369,994 7.6577 0 无

4 肖旭凯 2,585,000 0 2,585,000 5.8739 0 无

5 王玉琴 1,836,000 0 1,836,000 4.172 0 无

6 高颖 1,654,000 0 1,654,000 3.7584 0 无

7

苏州六禾之谦股权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1,580,000 0 1,580,000 3.5903 0 无

8 王振民 1,350,000 0 1,350,000 3.0676 0 无

9 陈拥军 1,250,006 0 1,250,006 2.8404 0 无

10 夏晓辉 1,219,900 0 1,219,900 2.772 0 无

合计 /

25,887,

900

0

25,887,

900

/ / /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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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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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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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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现将株洲华锐精密工

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95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股票1,100.20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37.09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08,064,

180.00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59,690,066.31元。上述募集资金已全

部到位，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2021年2月3日出具了《验资

报告》（天职业字[2021]4237号）。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

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已经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

（二）2021年上半年使用情况

2021年上半年以募集资金直接投入募投项目105,582,224.53元(含置换预先已投入募

投项目自筹资金)， 使用不超过160,000,000.00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2021年半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1,078,282.72元， 募集资

金余额为255,144,661.95元， 其中用于现金管理金额为160,000,000.00元。 具体情况如

下：

项目 金额（元）

2021年2月3日实际到账公司募集资金 377,194,853.06

减：支付的其他发行费用（含置换预先已支付发行费用自筹资金） 17,546,249.30

减：募投项目支出金额（含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105,582,224.53

加：累计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1,078,282.72

期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255,144,661.95

其中：专户存款余额 95,144,661.95

理财产品余额 160,000,000.00

注：支付的其他发行费用17,546,249.30元中包含进项税271,698.10元。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

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

放及使用情况的监管等方面做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

根据管理办法并结合经营需要，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

使用专户，并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截至2021

年6月30日，公司均严格按照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管理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

金。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截至2021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

洲分行

57010078801000000960 活期 64,852,543.92

湖南株洲珠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芦淞支行

82010700002415644 活期 29,510,272.89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行 733900431510655 活期 781,845.14

合计 95,144,661.95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的资金使用情况详

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附件1）。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2020年3月4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有资金的

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24,014,655.00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有资

金，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3,112,249.30元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有资金。

上述事项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并出具《株洲华锐精密工具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专项鉴证报告》（天职业字[2021]

10788号）。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对上述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出具了《招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以及调整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核查意见》。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于2021年2月23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

影响募集资金安全和投资项目资金使用进度安排的前提下, 使用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16,000.00万元（含本数）的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截至2021年6月30日，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已购买但未到期的现金管理产品及资金情况

如下：

单位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期限 利率 收益类型

招商证券长沙芙

蓉中路证券营业

部

收益凭证 5,000.00

2021年 3月

11日

2021年9月8

日

181天 3.10% 本金保障型

方正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醴陵滨河

路证券营业部

收益凭证 5,000.00

2021年 3月

16日

2021年12月

13日

271天 4.00% 本金保障型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分行

结构性存款 4,000.00

2021年 6月

11日

2021年 9月

10日

2个月零30

天

浮动利率

保本浮动收

益型

方正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醴陵滨河

路证券营业部

收益凭证 2,000.00

2021年 6月

21日

2022年 2月

22日

246天 4.00% 本金保障型

合计 16,000.00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

况。

（六）将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的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将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情况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调整情况

由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35,969.01万元低于《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中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人

民币59,986.31万元， 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结合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公司于

2021年3月4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际情况，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整。

五、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21年上半年，公司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资金使用的情况。

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及时、公平、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关于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等应披露的信

息，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违规的情形。

特此公告。

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30日

附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35,969.01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0,558.2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不适用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0,558.2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比例（%）

不适用

承诺 投资

项目

已 变

更 项

目 ，

含 部

分 变

更

（ 如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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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 密数控

刀 具数字

化生 产 线

建设项目

44,

986.31

26,

969.01

26,

969.01

4,572.42

4,

572.42

-22,396.59

16.95

%

不适用

不

适

用

否

研 发中 心

项目

5,000.00 3,000.00 3,000.00 61.04 61.04 -2,938.96 2.03% 不适用

不

适

用

否

补充流 动

资金项目

10,

000.00

6,000.00 6,000.00 5,924.76

5,

924.76

-75.24

98.75

%

不适用

不

适

用

否

合计 -

59,

986.31

35,

969.01

35,

969.01

10,

558.22

10,

558.22

-25,

410.79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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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3月4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

费用的自有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24,014,655.00元置

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有资金， 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3,112,249.30元置换

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有资金。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该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

见。本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有资金，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且符合募集资金到账后6个

月内进行置换的规定，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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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内容及程序合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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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2月23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

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安全和投资项目资金使用进度安排的前提下, 使用

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00.00万元（含本数）的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 用于购买投资安全性高、 满足保本要求、 流动性好的投资产品

（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通知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等）。 在上述额度

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使用期限不超过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该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本次公司拟使用额度不超

过人民币16,000.00万元（含本数）的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内容及审议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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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投资于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流动性好的投资产品，有利于提高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也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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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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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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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21年7月29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1年7月20日以专人、邮寄及电子邮件

等方式发出。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推选监事林孝良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方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株洲华锐精密工具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 等内部规章制度的规定； 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相关规

定，公允地反映了公司2021年半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事项；半年度报告编制过程

中，未发现公司参与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监事会全体成

员保证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2021年半年度

报告》及《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 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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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2021年上半年公司A股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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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储存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

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公司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2021年半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特此公告。

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7月30日

公司代码：688059�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华锐精密

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335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威尔药业

南京威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