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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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能东方 股票代码 30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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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红强 回欢迎、林楚欣

办公地址

佛山市禅城区季华六路17号五座3301-3310

室

佛山市禅城区季华六路17号五座3301-3310

室

电话 0757-85338668 0757-85338668

电子信箱 sec@fnorient.com sec@fnorie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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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1,304,573.32 221,730,585.13 256.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638,156.11 2,722,897.94 841.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元）

19,903,164.70 -8,329,506.40 338.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7,410,229.56 70,501,356.99 -351.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49 0.01 249.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49 0.01 249.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1% 0.39%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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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9,065,904.29 3,601,304,530.40 14.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39,914,499.06 1,558,035,678.42 -1.1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2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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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市公用事

业控股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20.96% 154,029,247

郭景松 境内自然人 7.52% 55,274,473

质押 15,250,000

冻结 55,274,473

张晓玲 境内自然人 4.00% 29,374,313

质押 14,334,800

冻结 29,374,313

超源科技 （香

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27% 24,042,857 24,042,857

广州市玄元投

资管理有限公

司－玄元元定8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3.04% 22,366,916

张宇 境内自然人 2.72% 20,000,000

涌镒（厦门）资

产管理有限公

司－厦门绍绪

智能设备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 2.60% 19,083,428 7,633,372

雷万春 境内自然人 2.48% 18,190,100

深圳市博益安

盈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博益

安盈精英 16号

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92% 14,100,000

佛山市电子政

务科技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78% 13,114,754 13,114,75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佛山市公用事业控股有限公司与佛山市电子政务科技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关系；

（2）郭景松与张晓玲各持有松德实业50%的股权；

（3）涌镒（厦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厦门绍绪智能设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涌镒（厦

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厦门镒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镒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厦门镒

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镒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厦门昭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厦门慧邦天合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关系。

除上述情况外，未知其他上述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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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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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重要事项

1.关于股东股份减持情况

（1）2021年1月1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期限届满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002），截至公告日，雷万春先生的股份减持计划减持期限已届满。

（2）2021年1月20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5）。

（3）2021年02月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被动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

号：2021-010），郭景松及一致行动人（张晓玲女士、中山市松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本公司股份

130,962,279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17.82%，拟在本减持计划披露15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集

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司法过户、司法拍卖等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其他合法方式被动减

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30,962,279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17.82%）。

（4） 2021年5月12日， 公司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1-047），自2020年9月1日至2021年5月10日，雷万春先生合计减持公司股份10,231,900，减持后

持股数为36,72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为4.9978%，不再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5）2021年5月1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048。

（6） 2021年6月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计划减持时间过半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0），截至本公告日，郭景松及一致行动人其减持计划的减持时间已经过

半。 自2021年3月5日至2021年4月12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被动减持公司股票7,346,98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0.999962%）。

（7）2021年6月7日， 公司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一致行动人股份减持比例达到1%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52），于2021年7月7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减

持比例达到1%的补充更正公告》（公告编号：2021-063），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郭景松先生及一致行

动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被动减持福能东方股份合计7,854,980

股，达到公司总股本的1%。

（8）2021年7月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所持部分股份司法拍卖完成过户暨股份减

持比例达到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2），松德实业持有的2,000万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的2.722%）已完成司法过户登记手续；郭景松先生自2021年6月4日至2021年6月30日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累计被动减持福能东方股份合计6,802,700股 （占公司总

股本的0.9259%）

上述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承诺、计划一致，减持数量在减持计划范围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2.关于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情况

2021年2月10日、2021年6月10日，公司分别披露了《关于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1-008、2021-051），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3.关于诉讼进展情况

2021年02月02日，公司披露了《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9），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

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4.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相关概述

（1） 2021年3月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年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披露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21-013）， 公司于公告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2021年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预案及相关文件已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创业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网上披露，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2）2021年4月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取得佛山市公用事业控股有限公司批复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22），批复内容已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创业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网上披露，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5.关于公司2021年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概述

2021年5月6日，公司披露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2021年第一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草案）》《2021年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等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1-045、

2021-046），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6.关于公司工商及地址变更相关情况

（1）2021年2月1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1）。 公

司于2020年10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20年11月13日召开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并于本公告披露日完成了工商变更。

（2）2021年2月2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办公地址搬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2）公司办公

地址自2021年2月23日起搬迁至佛山市禅城区季华六路17号五座3301-3310室。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

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7.关于公司调整组织架构、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管理制度修订的相关情况

2021年6月2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公告》《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58、2021-059）及相应的制度修订公告，并于2021年7月12日召开2021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8.于公司进行债权重组的相关情况

2021年4月2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进行债权重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4），因仙游

宏源未按照相关约定及时归还1亿元项目保证金，该笔1亿元项目保证金形成公司其他应收款。 根据约

定， 仙游宏源负有退回保证金1亿元并支付自2019年1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

（利息以1亿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标准计算）及承担相关违约责任的义务。 就上述1亿保证金欠款

事宜，仙游宏源通过以股抵债抵偿部分欠款，公司经与仙游宏源及北京华懋友好协商，同意签署债券

重组协议，仙游宏源同意将所持有的北京华懋50%股权转让给公司，并配合办理相关股权变更登记手

续。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的相关公告。

9.日常经营重大合同进展事项

2021年6月17日，公司披露了《日常经营重大合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54），就星星精

密货款偿还事宜做出了相关的约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10.关于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进展事项

2020年12月30日，上市公司与广州烽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烽云” ）、佛山电建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电建”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拟以现金支付的方式，以6,852.40万元人

民币的价格收购广州烽云、佛山电建持有的广东福能大数据产业园建设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其中，

佛山电建为佛山公控全资子公司，该交易及相关议案已经上市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21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1年1月2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并于2021年1月完成了股权

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了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现福能大数据100%的

股权已过户至公司名下。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证券代码：300173� � � � � � � �证券简称：福能东方 公告编号：2021-066

福能东方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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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福能东方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7月3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为了使投资者全

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公司未来发展规划，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及《2021年

半年度报告全文》 将于2021年7月31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福能东方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07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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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所有董事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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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盛生物 股票代码 30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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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凯杰 李杏

办公地址

武汉市东西湖区新沟街道办事处油纱路52号

（107国道与油纱路口）

武汉市东西湖区新沟街道办事处油纱路52号（107

国道与油纱路口）

电话 86-027-83235499 86-027-83235499

电子信箱 hvsen@whhsyy.com hvsen@whhsy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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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5,739,395.63 286,823,409.71 86.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1,328,223.25 52,565,213.03 92.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元）

94,954,485.60 52,001,260.75 82.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1,965,549.34 22,052,439.92 180.9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1 0.42 45.2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1 0.42 45.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12% 12.99% -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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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7,868,886.41 1,752,225,832.51 7.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35,170,460.37 1,379,150,114.50 4.0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10,01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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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统盛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9.95% 82,800,000 82,800,000

梁栋国 境外自然人 7.96% 13,200,000 13,200,000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5.34% 8,847,840 8,847,840

深圳市红土生物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1% 6,152,160 6,152,160

湖北红土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0% 5,308,680 5,308,680

武汉红土创新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3% 3,691,320 3,691,320

厦门中南弘远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3% 3,368,421 3,368,42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发稳鑫保本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1% 1,835,946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大成景阳领先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3% 1,708,649 0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前海开源沪港深

农业主题精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其他 0.66% 1,090,848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张卫元、余姣娥为夫妻关系，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分别持有控股股东武汉统盛72.08%、

13.35%的股份。 前10名股东中，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红土生物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湖北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和武汉红土创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

系，深圳市红土生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湖北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和武汉红土创新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系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引导设立的专业投资公司；武汉统盛投资有

限公司、梁栋国及厦门中南弘远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亦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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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重要事项

1、2021年4月20日， 公司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

金转增股本方案。 分派方案为：以截止2020年12月31日已发行总股本110,507,018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4.10元（含税），合计派发利润45,307,877.38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

转至以后年度；同时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共计转增55,253,509股，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165,760,527股。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21年5月10日完成本次权益分派工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平台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2、2021年5月12日， 公司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议案。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70,

000.00万元（含70,0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

1 年产1,000吨泰乐菌素和年产600吨泰万菌素生产线扩建项目 33,324.08 28,500.00

2 湖北回盛制剂生产线自动化综合改扩建项目 13,882.07 12,100.00

3 宠物制剂综合生产线建设项目 9,996.92 9,000.00

4 粉剂/预混剂生产线扩建项目 6,358.05 4,900.00

5 补充流动资金 15,500.00 15,500.00

合计 79,061.12 70,000.00

2021年6月16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受理武汉回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

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通知》（深证上审〔2021〕215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

司报送的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及相关申请文件进行了核对， 认为申请文件

齐备，决定予以受理。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处于审核问询

阶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平台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发布的相关公告。

3、2021年6月2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武汉回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 拟向31名高级管理人员、 核心骨干员工授予限制性股票48.80万股， 约占公司股本总额16,

576.0527万股的0.29%，授予价格19.50元/股。2021年7月20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股权激励相关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

平台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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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回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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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回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7月3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

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2021年半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

《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于2021年7月31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平台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武汉回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31日

福能东方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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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回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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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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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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良节能 600481 双良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王磊

电话 0510-86632358

办公地址 江苏省江阴市利港镇

电子信箱 600481@shuangli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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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2,909,075.50 4,108,927,604.11 26.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2,194,956,930.72 2,198,434,309.10 -0.16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249,452,440.55 738,421,017.80 69.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02,491,028.94 17,969,951.76 470.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5,366,307.98 13,077,254.76 552.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58,194,271.61 -156,829,261.69 -0.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9 0.79 增加3.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28 0.0110 470.9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28 0.0110 47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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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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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良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24 329,370,517 0 无 0

江阴同盛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92 307,894,203 0 无 0

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35 168,367,210 0 无 0

江苏利创新能源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9 19,392,000 0 无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投摩根远见

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95 15,414,418 0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投摩根

新兴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92 14,890,700 0 未知

缪双大 境内自然人 0.90 14,607,722 0 无 0

朱斌琳 未知 0.66 10,749,396 0 未知

江苏澄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0 9,696,000 0 无 0

蹇泽勇 未知 0.53 8,558,602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双良集团有限公司、江阴同盛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江苏利

创新能源有限公司、江苏澄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和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互为

关联方，拥有共同的终极自然人股东缪双大先生。 公司未知除上述关联股东外

的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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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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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十二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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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7月20日以书面送达及传真方式向各

位监事发出召开公司七届十二次监事会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2021年7月29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

开，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审议并披露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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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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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1年7月29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张承慧

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张承慧先生由于个人身体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同时辞去公

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和薪酬委员会委员职务。

因张承慧先生的辞职导致公司独立董事在董事会成员中的比例低于三分之一， 公司将按照相关

法定程序尽快选任新的独立董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的指导意见》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张承慧先生的辞职申请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

立董事填补其空缺后生效。 在新任独立董事就任前，张承慧先生将继续按照规定履行其独立董事及相

关专门委员会委员职责。 公司董事会将尽快提名新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选举。

张承慧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独立工作、勤勉尽责，为提高董事会决策科学性、促进公司规范运作

和健康发展及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此，公司及董事会对张承慧先生为公司

及董事会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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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届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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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七届五次董事会于2021年7月29日在江阴国际大酒店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21年7月20日以书面送达及传真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本次会

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有效。会议由董事长缪文彬先生主持。会议审议

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公司《关于审议并披露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审议公司《关于半年度报告业绩预告自愿性披露标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于2021年7月8日披露了《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属于自愿性

信息披露。 为了保证信息披露的及时性、有效性以及前后一致性，现公司对半年度报告业绩预告制定

如下披露标准：

公司预计半年度经营业绩将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业绩预告：

（一）净利润为负值；

（二）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或者下降50%以上；

（三）实现扭亏为盈。

特此公告。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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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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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石科技 股票代码 30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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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娟娟 秦天

办公地址 南京江北新区学府路10号 南京江北新区学府路10号

电话 025-86918230 025-86918262

电子信箱 PB-Stock@�PharmaBlock.com PB-Stock@�PharmaBloc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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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349,416.99 459,451,937.03 35.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81,238,213.47 87,336,198.02 336.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元）

145,119,567.72 81,916,220.11 77.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0,401,654.04 119,502,252.63 59.3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93 0.46 319.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91 0.46 315.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18% 11.05% 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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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7,006,815.75 2,425,289,638.00 34.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80,970,761.00 1,894,720,361.24 20.3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15,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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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民民 境内自然人 20.68% 41,307,019 30,980,264 质押 4,550,000

南京诺维科思

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91% 7,803,341 0

北京恒通博远

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45% 6,893,307 0

周全 境内自然人 2.93% 5,849,090 0

吴希罕 境内自然人 1.60% 3,197,700 2,889,900 质押 299,00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36% 2,707,721 0

王瑞琦 境内自然人 1.20% 2,394,730 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博

时医疗保健行

业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13% 2,262,689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中欧医疗

健康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6% 1,709,408 0

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一二零六

组合

其他 0.82% 1,630,73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杨民民先生为诺维科思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所以杨民民先生与诺维科思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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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重要事项

1、收购浙江晖石股权

2021年3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收购浙江晖石药业有限公司16.5%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现金支付的方式收购浙江晖

石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晖石” ）16.5%股权。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浙江晖石53.93%股权，

浙江晖石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2021年4月，浙江晖石完成了本次股权收购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绍兴市上虞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2021年5月14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收购浙江晖石药业有限公司46.07%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2021年6月2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浙江晖石药业有限

公司46.07%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浙江晖石100%股权，浙江晖石将

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1年5月14日，公司召开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议案。

2021年6月2日， 公司召开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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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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南京药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已于2021年7月31日在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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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药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31日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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