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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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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20日下午在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21 年 8 月 10 日以
书面和电话的方式发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钱高法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 8 名，实际出席
董事 8名，其中李成艾、蒲一苇、程峰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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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021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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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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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高发 603788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彭丽娜

电话 0574�– 8816�9136

办公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下应北路 717号

电子信箱 ir@gaofacab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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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1,719,495.39 2,261,983,128.11 -4.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66,406,001.15 1,909,241,872.33 -2.2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 472,085,017.78 391,619,061.99 20.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1,003,169.62 84,495,168.98 7.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83,510,761.46 76,115,685.76 9.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049,453.96 66,915,836.76 -140.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6 4.51 增加 0.1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1 0.38 7.8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1 0.38 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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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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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高发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56 83,790,000 0 无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21 11,620,000 0 未知

钱高法 境内自然人 4.91 10,956,400 0 无

钱国耀 境内自然人 4.37 9,739,100 0 无

钱国年 境内自然人 4.37 9,739,100 0 无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
长城环保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2.18 4,868,939 0 未知

欧林敏 未知 2.03 4,518,866 0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
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9 4,236,628 0 未知

深圳远致富海七号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 未知 1.47 3,271,877 0 未知

建信基金－杭州银行－浙江浙商转
型升级母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未知 1.47 3,271,877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各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为：钱高法与钱国年、钱国耀
为父子关系，钱国年与钱国耀为兄弟关系；公司控股股东
高发控股为钱高法、钱国年、钱国耀控制的企业（钱高法、
钱国年、钱国耀分别持有高发控股 36%、32%、32%的股权）。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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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 钱高法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1年 8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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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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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20日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21 年 8 月 10 日以书面的方式发出。 会议由公司监
事会主席王晓静女士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 3名，实际出席监事 3名。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
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监管

机构的相关规定；报告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在报告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公司监事会及监事
保证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所载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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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监事会认为：该专项报告描述的内容真实、准确，能够如实反映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

况。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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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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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修订）》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日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第一号———临时公告格式指引》的相关规定，
本公司将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1330号文“关于核准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由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网下询价配售与网上资
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420万股，发行价格 10.28元/股。

截至 2015年 1月 26日止，公司实际已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420万股，募集资金
总额 351,576,000.00元， 扣除承销费和保荐费 28,000,000.00元后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323,576,000.00
元， 已由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15 日汇入公司开立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鄞州支行，账号为 3901150638000000165 的人民币账户 211,524,000.00 元，汇入公司开立宁波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账号为 12010122000485413的人民币账户 70,632,000.00 元，汇入公司开立
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鄞州支行，账号为 94170154500002648 的人民币账户 41,420,000.00 元，减除
其他上市费用人民币 14,615,422.64元，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08,960,577.36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
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5]第 610008号验资报告。 公司
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994 号文“关于核准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由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2,952,999股，发行价格 38.51元/股。

截至 2017 年 8 月 2 日止，发行人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2,952,999 股，募集资金总额
883,919,991.49 元 ， 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人民币 13,700,899.06 元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70,219,092.43元，已由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年 8月 2日汇入公司开立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下应支行，账号为 3901150629000002366的人民币账户 870,219,092.43 元。 上述资金到
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7]第 ZF10688 号验资报
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二）2021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结余情况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本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为：

明细 金额

2020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57,384,518.73

减：中国民生银行宁波分行募集资金专户因项目终止销户转出补流 31,054,792.74

减：中国工商银行宁波下应支行募集资金专户因项目终止销户转出补流 186.18

减：2021年上半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4,210,650.00

加：2021年上半年度存款利息收入减支付银行手续费 7,819,577.31

2021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29,938,467.12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本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加

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募集资金管理的通知》 精神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

关规定要求制定了《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
专户存储制度。

本公司已与保荐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州支行、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下应支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上海浦发银行宁波鄞州支行以
及宁波鄞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丰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三方监管协议与
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名称 账户名称 账号 账户性质 期 末 余 额
（元）

中国工商银行宁波鄞州支行 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
公司 3901150638000000165 2016年已销户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
业部

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
公司 12010122000485413 2017年已销户

上海浦发银行宁波鄞州支行 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
公司 94170154500002648 2020年已销户

中国工商银行宁波下应支行 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
公司 3901150629000002366 2021年已销户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
业部

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
公司 12010122000737415 2021年已销户

上海浦发银行宁波鄞州支行 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
公司

9417007880190000005
7 2018年已销户

中国民生银行宁波分行 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
公司 630052934 2021年已销户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
公司 220600080992 2020年已销户

宁波鄞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联丰支行

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
公司 81370101310000209 活期存款 29,938,467.12

合计 29,938,46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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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421.07 万元，具体情况详见附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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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不存在置换先期投入资金情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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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公司持有大额存单 36,600 万元，报告期内共收取利息 781.96 万元；本报告期公司累

计购买理财产品 0.00万元，截止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未有理财产品余额。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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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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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于 2020 年 1 月 15 日召开了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
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截至 2020 年 4 月 7 日， 工程技术中心扩建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2,407.28万元（含理财收益及利息收入）全部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7 日相应
注销了浦发银行鄞州支行募集资金专户。

汽车 CAN总线控制系统项目已终止，公司于 2020年 9月 25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于 2020年 10月 12日召开了 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将已终止募投项目结余
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该项目结余募集资金 6,114.61万元
（含理财收益及利息收入）全部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公司分别于 2021年 1月 13日、2021年 1月
8日、2020年 11月 6日相应注销了工商银行宁波下应支行募集资金专户和民生银行宁波分行、 中国
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

城市公交车联网平台项目已终止，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5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20 年 10 月 12 日召开了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将已终止募投项目结余募
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截至 2020年 12月 28日，该项目结余募集资金金额 7,673.87万
元（包含理财收益及利息收入）全部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于 2020年 12月 28日相应注销了
宁波银行总行营业部募集资金专户。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20年 7月 2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20年 8月 7日召开了 2020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已终止募投项目剩余募集资金新设投资项目暨对外投资
的议案》。 公司使用已终止汽车 CAN总线控制系统项目剩余募集资金参与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子公司宁波均联智行科技有限公司增资事宜。 公司为外部投资者，本次新设投资项目为“参股均联
智行”。 投资金额为 10,000万元，认购均联智行 20,105,772元新增注册资本。 公司已于 2020年度实施
完毕变更募投项目“参股均联智行”。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不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已使用的募集资金均投向

所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重大情形。
六、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业经公司董事会于 2021年 8月 20日批准报出。
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8月 20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1年半年度
编制单位：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1,179,179,669.79
本年度
投入
募集资
金总额

4,210,65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注) 224,243,285.70 已累计
投入
募集资
金总额

610,465,186.25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9.02%

承诺投资项目
和超募
资金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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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前年度
投入

本 年 度
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
投入金额
(2)

截至期
末投入
进 度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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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投资项目

变速操纵系统
产品扩产项目 否 114,988,0

00
114,988,00
0

55,266,37
5.07

55,266,37
5.07 100.00 2016/3/

19
注
1

注
1 否

加速控制系统
产品扩产项目 否 70,632,00

0 70,632,000 33,023,56
3.67

33,023,56
3.67 100.00 2017/8/

14
注
2

注
2 否

工程技术中心
扩建项目 否 41,420,00

0 41,420,000 21,063,62
3.30

21,063,62
3.30 100.00 2019/12

/30
注
3

注
3 否

收购雪利曼电
子 80%股权和
雪 利 曼 软 件
35.55% 股 权 项
目

否 157,920,0
00

157,920,00
0

157,920,00
0.00

157,920,00
0.00 100.00 2017/9/

1
注
4

注
4 否

汽车电子换挡
系统项目 否 239,000,0

00
239,000,00
0

49,933,62
2.61

4,210,65
0.00

54,144,27
2.61 22.65 注 5 注

5
注
5 否

汽车 CAN 总线
控制系统项目 是 148,000,0

00
3,019,675.
80

3,019,675.
80

3,019,675.
80 2.04 注 6 注

6
注
6

已 终
止

汽车虚拟仪表
项目 是 156,000,0

00
156,000,00
0

4,027,675.
80

4,027,675.
80 2.64 注 7 注

7
注
7 否

城市公交车联
网平台项目 是 83,000,00

0 注 8 注
8

注
8

已 终
止

参股均联智行 是 100,000,00
0

100,000,00
0.00

100,000,00
0.00 100.00 注 9 注

9
注
9 注 9

承诺投资项目
小计

1,010,960,
000

882,979,67
5.80

324,254,53
6.25

428,465,18
6.25

归还银行贷款 22,000,00
0 22,000,000 22,000,00

0.00
22,000,00
0.00 100.00

补充流动资金 160,000,0
00

160,000,00
0

160,000,00
0.00

160,000,00
0.00 100.00

合计 1,192,960,
000

1,064,979,
675.80

606,254,53
6.25

4,210,65
0.00

610,465,18
6.25

未达到计划进
度或预计收益
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1、汽车电子换挡系统项目正在建设期。 2、汽车虚拟仪表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继续实
施，正在建设期。 3、城市公交车联网平台项目、汽车 CAN总线控制系统项目已终止，不再实施。

项目可行性发
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1、汽车 CAN总线控制系统项目和城市公交车联网平台项目
因公司转让雪利曼电子和雪利曼软件的股权，并经公司 2019年 3月 29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和 2019年 4月 15日之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终止汽车 CAN总线控制系统和城市公交车联网
平台募投项目，项目不再实施。
2、汽车虚拟仪表项目
截至本报告期末，该募投项目累计已投入募集资金 402.77万元，实际投入进度缓于原计划进度。 虽
然公司对本项目市场前景仍然较为看好，但该产品市场的竞争已日趋激烈，一来国内外的知名企业
已经占据了较高的市场份额，同时新的参与者也不断加入，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竞争，弱化了公司在
该产品上的比较优势，使得公司产品竞争优势不足，因此，公司对本项目的投资趋于谨慎。 公司该项
目在报告期内未进行实质性投资，拟重新规划剩余募集资金后续投资安排，待确定后按规定履行决
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超募资金的金
额、用途及使用
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地点
变更情况

经公司 2019年 3月 29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 2019 年 4 月 15 日之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
司变更汽车虚拟仪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方式
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先期投入
及置换情况

本期未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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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公司持有大额存单 36,600万元，报告期内共收取利息 781.96 万元；本报告期公司累计购
买理财产品 0.00万元，截止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未有理财产品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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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技术中心扩建项目已于 2019年 12月 30日完工结项，募集资金结余 2,407.28 万元，工程技术中
心扩建项目募集资金节余的主要原因是（1）在保证项目顺利进展的前提下，公司充分利用现有技术
优势和行业经验，优化项目的各个环节，加强费用控制和管理；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本着节约、合理
的原则，科学、审慎地使用募集资金，通过严格规范采购、建设制度，在保证项目质量和控制实施风
险的前提下，较好地控制了采购的成本，降低了项目实施费用；（2）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产生了理财收
益及利息收入。
汽车 CAN总线控制系统项目和城市公交车联网平台项目已终止， 汽车 CAN总线控制系统项目募
集资金结余金额为 6,114.61万元，其中中国工商银行宁波下应支行已于 2020 年 10 月补充流动资金
3,009.13 万元，民生银行宁波分行已于 2021 年 1 月补充流动资金 3,105.48 万元，城市公交车联网平
台项目募集资金结余金额为 7,673.87万元，汽车 CAN 总线控制系统项目和城市公交车联网平台项
目终止的原因为：项目原计划以雪利曼电子为实施主体，随着雪利曼电子股权的转让，且汽车 CAN
总线控制系统项目和城市公交车联网平台项目的主要目标市场为客车和公交车市场， 在当时市场
低迷、竞争激烈的环境下，继续进行项目投入存在较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公司从审慎投资的角度
出发，为合理利用募集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公司营运能力，公司对前述项目进行终止。

募集资金其他
使用情况 无

注：2019年 3 月底，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汽车虚拟仪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
点的议案》、《关于终止汽车 CAN 总线控制系统募投项目的议案》、《关于终止城市公交车联网平台募
投项目的议案》等议案。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为汽车 CAN 总线控制系统项目和城市公交车
联网平台项目变更时点的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注 1：项目已于 2016 年结项，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4,014.85 万元，净利润 8,681.47 万元，达到
预计效益。

注 2：项目已于 2017 年结项，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5,423.74 万元，净利润 4,592.54 万元，达到
预计效益。

注 3： 经公司 2019年 12月 30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 2020 年 1 月 15 日之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项目结项，项目预定功能已具备。

注 4：项目已于 2016年 11月以公司自筹资金完成，2017 年 9 月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已投入
的自筹资金 157,920,000元。

注 5：项目处于建设期，故本年度尚未实现效益。
注 6：经公司 2019年 3月 29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 2019 年 4 月 15 日之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项目终止。
注 7：经公司 2019年 3月 29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 2019 年 4 月 15 日之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公司变更汽车虚拟仪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汽车虚拟仪表项目实施主体由雪利曼电
子变更为宁波高发， 实施地点相应的由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陆家庄村变更为浙江省宁波市鄞
州投资创业中心（下应北路 717号）。项目处于建设期，故本年度尚未实现效益。截至本报告期末，该募
投项目累计已投入募集资金 402.77万元，实际投入进度缓于原计划进度。虽然公司对本项目市场前景
仍然较为看好， 但该产品市场的竞争已日趋激烈， 一来国内外的知名企业已经占据了较高的市场份
额，同时新的参与者也不断加入，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竞争，弱化了公司在该产品上的比较优势，使得公
司产品竞争优势不足，因此，公司对本项目的投资趋于谨慎。 公司该项目在报告期内未进行实质性投
资，拟重新规划剩余募集资金后续投资安排，待确定后按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注 8：经公司 2019年 3月 29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 2019 年 4 月 15 日之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项目终止。

注 9： 经公司 2020年 7月 22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 2020 年 8 月 7 日之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公司使用已终止汽车 CAN总线控制系统项目剩余募集资金参与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子公
司宁波均联智行科技有限公司增资事宜。 报告期内本项目已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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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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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9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各位监事发出召开第九届监事会
第六次会议的通知和会议资料。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21年 8月 1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 5名监事出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形成决议如
下：

一、以 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
议案》；

根据《证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的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1.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相关
管理制度的规定；

2.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所包含
的信息能全面、真实地反映公司 2021年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公司监事会在发表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二、以 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议案》；
三、以 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

议案》。
监事会认为，为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有利于保障公司和投资者的权益，

进一步完善公司风险管理体系，降低公司运营风险，同时促进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充分行
使权利、履行职责。 本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1年 8月 21日

证券代码：600644 证券简称：乐山电力 公告编号：临 2021-028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公司及董监高购买责任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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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19日，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 11名董事全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为保障公司和投资者的权益，进
一步完善公司风险管理体系，降低公司运营风险，同时促进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充分行使
权利、履行职责，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有关规定，董事会同意公司为公司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责任保险方案
（一）投保人：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二）被保险人：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三）赔偿限额：人民币 3,000万元。
（四）保费支出：不超过人民币 15万元。
（五）保险期限：12个月。
为提高决策效率，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购买责任
险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其他相关人员；确定保险公司；确定保险金额、保险费及其他保

险条款；选择及聘任保险经纪公司或其他中介机构；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及处理与投保相关的其他事项
等），以及在今后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保险合同期满时或之前办理续保或者
重新投保等相关事宜。

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为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

险，有利于保障公司和投资者的权益，进一步完善公司风险管理体系，降低公司运营风险，同时促进公
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充分行使权利、履行职责。本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为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有利于保障公司和投资者的权益，

进一步完善公司风险管理体系，降低公司运营风险，同时促进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充分行
使权利、履行职责。 本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8月 21日

证券代码：600644 证券简称：乐山电力 公告编号：临 2021-026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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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21年 8月 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发出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的通知和会议资料。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21年 8月 1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
议应到董事 11名，亲自出席会议董事 11名，公司 5名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知悉本次会议。 会议的
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形成决议如下：

一、以 11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
议案》；

二、以 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议案》；
三、以 11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

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为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 保险期限 12个月。 保费支出不

超过人民币 15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经营层办理购买责任险的相关事宜。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公司及董监高购买责任险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28）。

特此公告。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8月 21日

公司代码：600644 公司简称：乐山电力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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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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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21年半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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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山电力 600644 *ST乐电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迅 王斌

电话 08332445800 08332445800

办公地址 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嘉定北路 46号 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嘉定北路 46号

电子信箱 600644@vip.163.com 600644@vi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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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8,947,351.72 3,998,923,590.43 -3.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675,725,360.18 1,589,338,612.07 5.4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257,030,423.79 1,064,561,459.76 18.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83,797,269.36 97,783,764.55 -14.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1,456,378.49 75,818,295.74 7.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08,167,922.86 53,634,250.37 101.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5.13 6.37 减少 1.2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56 0.1816 -14.3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56 0.1816 -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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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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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山国有资产投资运营（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24 103,608,320 0 无 0

天津中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76 79,470,198 0 无 0

天津渤海信息产业结构调整
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76 79,470,198 0 无 0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国有法人 14.52 78,149,858 0 无 0

徐开东 境内自然人 0.68 3,636,500 0 无 0

梁晓环 境内自然人 0.53 2,868,700 0 无 0

王乐明 境内自然人 0.49 2,614,219 0 无 0

赵复生 境内自然人 0.41 2,183,283 0 无 0

上海晓光测绘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0 1,615,500 0 无 0

杨祖贵 境内自然人 0.25 1,345,89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至报告期末，前十名股东中，本公司国有股股东和国有股股东、国有
股股东和法人股股东、法人股股东和法人股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本公司未知前十名流通股之间，以及前十名流通股股东与前十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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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林双庆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1年 8月 19日

证券代码:600805 证券简称:悦达投资 编号：临 2021－047号

江苏悦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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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悦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年 8月 20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会议方式：

通讯表决。 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 12人，实际参会董事 12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2021年半年度报告》。
同意 12人，反对 0人，弃权 0人。
二、《关于全资子公司土地收储的议案》。
同意大丰悦港实业有限公司与盐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盐城市土地储备中心签署《收回土地使

用权协议书》，并全权委托公司经营层负责土地收储的相关事宜。
同意 12人，反对 0人，弃权 0人。
详见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土地收储的公告》（2021-048）。
特此公告。
江苏悦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8月 20日

证券代码:600805 证券简称:悦达投资 编号：临 2021-048号

江苏悦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土地收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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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简要内容：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大丰悦港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丰悦港公司”）拟与盐

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盐城市土地储备中心签署《收回土地使用权协议书》。
●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亦不构成关联交

易，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2021年 2月 4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公开挂牌转让全资子公

司 100%股权和债权的议案》， 公开在盐城市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大丰悦港公司 100%股权和债权，挂
牌未征集到意向受让方（详见公司公告 2021-011、2021-035）。 近日，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充分协
商，盐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盐城市土地储备中心拟与大丰悦港公司达成收回大丰悦港公司拥有的
六宗土地使用权的协议。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土地收储的议案》，同意大丰悦
港公司与盐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盐城市土地储备中心签署《收回土地使用权协议书》，并全权委托
公司经营层负责土地收储的相关事宜。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
交易，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
盐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地址：盐城市毓龙东路 59 号，主要职责：履行全民所有土地、矿产、森

林、湿地、水、海洋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和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 负责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
记、有偿使用、合理开发利用工作。 负责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 组织编制市域城镇体系规划、
城市总体规划、村庄布局规划、详细规划、相关专项规划及重要地段的城市设计等。

盐城市土地储备中心，地址：盐城市平安路 1 号，主要职责：为城市建设资金的集聚而收购土地，
负责对改制、破产等企业土地使用权的收购、储备、变现。负责“农转非”剩余土地的储备、流转。负责投
资经营国家股分红所得部分以及土地租金的收取和再投入，根据政府要求，对土地的市场投放量进行
调控。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基本情况
大丰悦港公司主要资产为 6宗土地，土地用途为商住用地，总面积 333,361平米。所属土地位于江

苏省盐城市大丰区大丰港海港新城，不完全连成片，距离主城区较远，周边配套设施尚不完善，无成熟
商业及居民区。

（二）土地评估情况
1、评估结论。 以 2020年 8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从事证券业

务资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苏华评报字[2020]第 388 号评估报告，评估结论：大丰悦港公司六宗土地
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为 22,050.07万元，较其账面价值 21,134.35万元增值 915.72万元。土地使用
权评估明细表如下：

土地使用权评估明细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土地权证编号

土
地
用
途

面积(m2) 终止日期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1 大 土 国 用 （2013）第
9248号

商
住 66,894 2053-11-7 4,219.29 4,338.42

915.72 4.33

2 大 土 国 用 （2013）第
9249号

商
住 56,369 2053-11-7 3,555.43 3,655.82

3 大 土 国 用 （2013）第
9250号

商
住 65,416 2053-11-7 4,126.06 4,242.57

4 大 土 国 用 （2013）第
9251号

商
住 50,055 2053-11-7 3,157.18 3,246.33

5 大土国用（2014）第 579
号

商
住 47,447 2084/1/22 住 宅

2054/1/22商业 3,046.77 3,292.73

6 大土国用（2014）第 575
号

商
住 47,180 2084/1/22 住 宅

2054/1/22商业 3,029.62 3,274.20

合
计 333,361 21,134.35 22,050.07 915.72 4.33

2、评估方法。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首先分析基准地价估价期日与本次估价期日之间地价变
化情况，进行期日修正；然后分析待估宗地因素条件与所在区域基准地价形成的区域因素和个别因素
的差异， 进行区域因素和个别因素修正； 最后根据待估宗地地价内涵与所在区域基准地价内涵的差
异，对测算的地价进行土地开发水平修正和年期修正得到待估宗地地价。 即：

地价=[基准地价×期日修正系数×（1+综合修正系数）±土地开发程度修正]×年期修正系数
四、交易价格
2020年 9月 22日，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江苏悦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大丰

悦港实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大丰悦港公司持有的 500
亩土地评估值 2.205亿元。 参照该评估报告，确定此次补偿总价为：2.205亿元。

五、交易目的及影响
大丰悦港公司主要资产为土地，处于闲置状态，本次土地收储有利于公司进一步盘活资产、提高

资产使用效率，为公司健康稳定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经公司初步测算，本次土地收储当年度可以产生
1,450万元收益，具体金额以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江苏悦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8月 20日
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
（二）资产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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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悦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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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半年度不进行现金分红及送股，也不用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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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悦达投资 600805 江苏悦达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秦大刚 王浩

电话 0515-88200626 0515-88202867

办公地址 江苏省盐城市世纪大道东路 2号 江苏省盐城市世纪大道东路 2号

电子信箱 yd600805@126.com yd600805@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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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98,329,517.23 10,469,016,022.06 -11.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4,581,523,667.95 4,934,351,742.43 -7.15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865,900,221.63 1,025,173,900.52 82.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52,695,067.47 -346,911,52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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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340,359.56 -440,153,249.93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26,392,508.93 -18,578,998.61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7.41 -5.75 减少 1.6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1 -0.41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1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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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3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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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悦达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2.00 272,246,562 0 质押 136,123,281

肖文霞 境内自然人 1.22 10,403,738 0 无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1.18 10,075,800 0 无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1.18 10,075,800 0 无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1.18 10,075,800 0 无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1.18 10,075,800 0 无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1.18 10,075,800 0 无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1.18 10,075,800 0 无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1.18 10,075,800 0 无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1.18 10,075,800 0 无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1.18 10,075,800 0 无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
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1.18 10,075,800 0 无

李奕鸿 境内自然人 0.79 6,719,392 0 无

孙涛 境内自然人 0.69 5,900,700 0 无

尚飞 境内自然人 0.43 3,700,000 0 无

叶启达 境内自然人 0.38 3,243,100 0 无

胡晓叶 境内自然人 0.34 2,934,300 0 无

梁映昕 境内自然人 0.33 2,800,000 0 无

庞庚 境内自然人 0.29 2,466,883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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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持股 70%的西铜公司收费经营期限 20年，从 2001 年 6 月 27 日至 2021 年 6 月 27 日。 2020

年，受新冠疫情影响,西铜公司暂停收费 79天。 经主管部门批准，经营期限延长至 2021年 9 月 14 日，
到期后西铜公司将进行清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