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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

603155

公司简称：新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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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亚强 603155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桑修申 刘双元

电话 0527-88262288 0527-88262288

办公地址

江苏省宿迁生态化工科技产业园扬子

路2号

江苏省宿迁生态化工科技产业园扬子

路2号

电子信箱 IR@newasiaman.com IR@newasiam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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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7,169,657.79 2,104,591,662.00 2.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028,257,975.60 1,966,551,330.32 3.1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414,393,998.89 241,814,493.68 71.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46,757,676.14 85,381,459.30 71.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2,608,674.55 85,413,114.98 55.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9,681,746.53 101,546,717.57 -41.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7.19 12.39 减少5.2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4 0.73 28.7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4 0.73 2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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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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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琳 境内自然人 45.99 71,534,613 71,534,613 无

红塔创新（昆山）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2.63 19,643,310 19,643,310 无

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26 11,294,790 11,294,790 无

初亚贤 境内自然人 6.31 9,821,657 9,821,657 无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

施罗德先进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未知 1.97 3,062,039 无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

资金

未知 1.65 2,566,456 无

初亚军 境内自然人 1.53 2,375,630 2,375,630 无

宿迁亚强智盈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9 2,000,000 2,000,000 无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

德均衡成长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未知 0.84 1,300,281 无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

施罗德启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82 1,270,539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初亚军、初琳、初亚贤为一致行动人，初琳担任宿迁亚强智盈企业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红塔创新（昆山）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系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除此之外，公司未

知其他股东之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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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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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

603155

证券简称：新亚强 公告编号：

2021-032

新亚强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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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亚强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2021年7月19日以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21年7月30日在公司会议室

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会议由董

事长初亚军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

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31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2021年半年

报报告》《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31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 《关于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1-035）。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新亚强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31日

证券代码：

603155

证券简称：新亚强 公告编号：

2021-033

新亚强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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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亚强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

2021年7月19日以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21年7月30日在公司会议室

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贤钊

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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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包含的信息真实地反映报告期内的经营和财务状况；未发现参与

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31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2021年半年

报报告》《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31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 《关于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1-035）。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新亚强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7月31日

证券代码：

603155

证券简称：新亚强 公告编号：

2021-035

新亚强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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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新亚强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589号）核准，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3,889万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

币31.85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238,646,500.00元，扣除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费用38,

646,500.00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1,200,000,000.00元，上述资金于2020年8月26日全部

到账。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募集资金到账情况进了审验，并出具了瑞华

验字[2020]91010001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余额为917,486,434.14元，其中，

存放在募集资金专户的活期存款为12,486,434.14元， 现金管理余额为905,000,000.00

元。 明细如下：

单位：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1 募集资金净额 1,200,000,000.00

2 累计使用金额 299,559,698.09

3 利息收入和投资收益（扣除手续费） 17,046,132.19

4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917,486,434.14

其中：银行活期存款 12,486,434.14

现金管理余额 905,000,000.00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

依照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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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文件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新亚强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该管理制度经2018年12月11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2018年12月26

日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

并与保荐机构、各开户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

监管协议” ），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协议各方均按照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

履行相应职责。

截至2021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专户的活期存放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元）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宿迁分

行宿豫支行

478075083361 募集资金专户 48,798.1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宿迁分

行

398899991013000110042 募集资金专户 41,344.72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宿迁分

行

152000188000782635 募集资金专户 12,396,291.30

合计 - - 12,486,43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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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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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三）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公司于2021年4月2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2021年5月18日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经营的

前提下使用不超过10亿元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在上述额度及投资决议有效期内资

金可滚动使用。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出具了核查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明细如下：

现金管理受托方 产品名称

购买金额

（万元）

购买日期

投资期限

（天）

期末余额

（万元）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宿迁分行宿豫支行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

款

6,000 2021年1月4日 35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宿迁分行宿豫支行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

款

2,000 2021年1月4日 62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宿迁分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

结构性存款63天 （黄金挂

钩看涨）

10,000 2021年1月7日 63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宿迁分行宿豫支行

中国银行挂钩性结构性存

款

5,000 2021年2月18日 184 5,000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公司宿迁分行

对公结构性存款2021年第

14期6个月B

2,000 2021年3月9日 184 2,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宿迁分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

结构性存款154天（黄金挂

钩看涨）

8,500 2021年3月16日 154 8,500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公司宿迁分行

对公结构性存款2021年第

20期1个月C

10,000 2021年3月29日 30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宿迁分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

结构性存款174天（黄金挂

钩看涨）

30,000 2021年3月29日 174 3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宿迁分行宿豫支行

中国银行挂钩性结构性存

款

20,500 2021年3月30日 174 20,5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宿迁分行宿豫支行

中国银行挂钩性结构性存

款

19,500 2021年3月30日 173 19,500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公司宿迁分行

对公结构性存款2021年第

29期1个月B

5,000 2021年5月7日 30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宿迁分行宿豫支行

中国银行挂钩性结构性存

款

2,550 2021年6月9日 183 2,55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宿迁分行宿豫支行

中国银行挂钩性结构性存

款

2,450 2021年6月10日 182 2,450

合计 123,500 90,500

（五）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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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不存在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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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不存在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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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不存在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或非募投项目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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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严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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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和要求及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违规的情形。

特此公告。

新亚强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31日

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20,00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6,433.9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9,955.9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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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产 2

万吨高

性能苯

基氯硅

烷下游

产品项

目

90,

370.00

90,

370.00

2,065.66 6,509.03 -83,860.97 7.20

2022

年8月

不适

用

不 适

用

否

研发中

心建设

项目

7,

580.00

7,580.00 193.84 1,241.98 -6,338.02 16.38

2022

年6月

不适

用

不 适

用

否

补充流

动资金

项目

22,

050.00

22,

050.00

14,174.40 22,204.95 154.95 100.70

不 适

用

不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合计 —

120,

000.00

120,

000.00

16,433.90 29,955.96 -90,044.0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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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本报告“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之“（四）对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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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

603155

证券简称：新亚强 公告编号：

2021-036

新亚强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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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四号—化工（2020年修订）》

及相关要求，新亚强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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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月产量（吨） 2021年1-6月销量（吨）

2021年1-6月销售金额（万

元）

功能性助剂 5,295.89 5,169.15 28,672.45

苯基氯硅烷 1,930.83 1,455.78 7,361.35

合计 7,226.72 6,624.93 36,033.80

二、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一）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情况

主要产品

2021年1-6月平均售价（万元/

吨）

2020年1-6月平均售价（万元/

吨）

变动比率

（%）

功能性助剂 5.55 5.58 -0.54

苯基氯硅烷 5.06 4.72 7.20

（二）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主要原材料

2021年1-6月平均采购价格

（万元/吨）

2020年1-6月平均采购价格

（万元/吨）

变动比率

（%）

三甲基氯硅烷 1.50 1.45 3.45

氯化苯 0.66 0.30 120.00

三、报告期内无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以上经营数据为公司初步统计数据，仅为投资者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敬请投

资者审慎使用，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亚强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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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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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同洲 股票代码 00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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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道榆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第五工业区彩

虹科技大楼 6A

电话 0755-26990000-8880

电子信箱 liudaoyu@coship.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72,514,250.93 181,774,995.88 -60.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979,253.72 -31,689,684.73 18.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0,750,622.94 -40,336,790.80 23.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291,191.13 -42,144,102.83 63.7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48 -0.0425 18.1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48 -0.0425 18.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90% -8.21%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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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2,761,291.96 693,385,543.02 -14.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5,480,148.60 231,107,987.15 -11.0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4,67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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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明 境内自然人 16.50%

123,107,

038

0

质押

123,107,

000

冻结

123,107,

038

华夏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

司－万能保险

产品

其他 9.16% 68,308,000 0

吴一萍 境内自然人 3.58% 26,706,118 0

杨孝镜 境内自然人 3.21% 23,954,938 0

陈磊 境内自然人 3.17% 23,625,311 0

吴莉萍 境内自然人 2.89% 21,553,503 0

迟常卉子 境内自然人 1.36% 10,136,300 0

林则安 境内自然人 0.98% 7,307,200 0

李超宇 境内自然人 0.92% 6,850,000 0

华夏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个

险分红

境内自然人 0.84% 6,288,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险产品与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

险分红同为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产品，为法定一致行动人；股东吴莉萍和吴一萍

系姐妹关系且在上市公司的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过程中有一致行动情形而构成一致

行动人。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无法判断其他前 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无法

判断他们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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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重要事项

1、第一大股东无法取得联系事项

公司于2020年8月10日公告披露了无法与第一大股东袁明先生联系的事项，详见公

司披露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公告编号：2020-049）》。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

仍然无法与袁明先生取得有效联系。

2、第一大股东股份冻结事项

公司第一大股东袁明先生所持有的公司股份123,107,038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6.50%，占其所持公司股票总数的100%）于2020年5月25日被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司法冻结，冻结期限自2020年5月25日起至2023年5月24日止。由于公司未能与第一大股

东袁明先生取得联系，故无法知悉冻结原因。

3、第一大股东股份转让事项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第一大股东袁明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123,107,000股

质押给深圳市小牛龙行量化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小牛龙行” ），占其所持

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为100%，占公司总股本745,959,694�股的比例为16.50%。 2017年

10月27日，袁明先生与小牛龙行签署了《袁明与深圳市小牛龙行量化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关于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之协议书》，根据《协议书》内容，袁明先生通过

协议转让的方式，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123,107,038股全部转让给小牛龙行。 截至本

报告公告日，袁明先生拟通过协议转让股份的事项尚未完成，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

跟进股份转让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湖北同洲信息港有限公司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事项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的参股公司湖北同洲信息港有限公司非经营性占用的公

司资金余额为3,297.92万元。 以上资金占用不属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

未违反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

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的相关规定。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管理层仍在积极的

与对方沟通，督促对方尽快归还其非经营性占用的公司资金，后续公司将视情况决定是

否对其采取其他方法来维护公司的权益。

股票代码：

002052

股票简称：

ST

同洲 公告编号：

2021-082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1年7月29日收到证

券事务代表丁玉凤女士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丁玉凤女士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一职，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生效。丁玉凤女士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公司后续将根据相关规定聘任新的证券事务代表。

公司董事会对丁玉凤女士在任职期间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31日

股票代码：

002052

股票简称：

ST

同洲 公告编号：

2021-079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

于2021年7月20日以电子邮件、短信形式发出，会议于2021年7月29日上午十时在深圳市

南山区高新科技园北区彩虹科技大厦六楼601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本次

会议应参加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会议由董事长刘用腾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

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 会议以书面表决的方式，审议并

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一、《关于〈2021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对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发表如下确认意见： 根据

《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的要求，本人作为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保证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1年半年度报告的详细内容请见于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 《2021年半年度报

告》，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的详细内容请见于同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31日

股票代码：

002052

股票简称：

ST

同洲 公告编号：

2021

—

081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四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

于2021年7月20日以电子邮件、短信形式发出，会议于2021年7月29日上午十一时在深圳

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北区彩虹科技大厦六楼公司601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

开，本次会议应参加会议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邵风高先生

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 会议以书面表

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一、《关于〈2021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审核意见：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等的相关规

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监事对2021年半年度报告发表如下确认意见：根据《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的要

求，本人作为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监事，保证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7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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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恒科技 600288 G大恒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严宏深 陶冉

电话 010-82827855 010-82828098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3号大恒科技大厦

北座15层

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3号大恒科技大厦

北座15层

电子信箱 600288@dhkj.sina.net taoran@dhxjy.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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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2,291,592.15 3,603,742,311.97 1.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33,996,619.88 1,693,957,291.66 2.36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1,132,101,956.23 873,776,809.42 29.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039,328.22 -22,017,254.26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25,050,807.96 -17,698,408.81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2,470,699.71 -104,533,824.49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4 -1.35 增加3.6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17 -0.0504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17 -0.050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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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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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素贞 境内自然人 29.75 129,960,000 0 冻结 129,960,000

任奇峰 境内自然人 4.52 19,736,811 0 无 0

吴立新 境内自然人 3.82 16,680,000 0 无 0

台州华茂文体发展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0 9,170,000 0 无 0

张金伟 境内自然人 1.31 5,723,000 0 无 0

陈定华 境内自然人 1.21 5,305,700 0 无 0

李明明 境内自然人 0.90 3,925,602 0 无 0

靳帅 境内自然人 0.63 2,766,422 0 无 0

上海安尚实业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7 2,500,000 0 无 0

缪瑾 境内自然人 0.50 2,172,8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十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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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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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

600288

证券简称：大恒科技 编号：临

2021-027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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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的通

知以电话、电子邮件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会议于2021年7月30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7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名。 会议的召开、召集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288

证券简称：大恒科技 编号：临

2021-028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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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的通

知以电话、电子邮件方式向各位监事发出，会议于2021年7月30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人。 会议召集、出席会议监事人数、会议程

序等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了以下议案：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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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对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的书面审核意见：

1、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

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 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

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本报告期内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

况；

3、在提出本意见之前，监事会未发现参与半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

的行为。

特此公告。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

002052

股票简称：

ST

同洲 公告编号：

2021-080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288

公司简称：大恒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