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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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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759,239,13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6元（含税），送红股 0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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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明装备 股票代码 002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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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海晶 王家栋
办公地址 上海市普陀区同普路 977号 上海市普陀区同普路 977号
电话 021-52708824 021-52708824
电子信箱 dsh@huaming.com dsh@huam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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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3,982,722.64 565,096,482.33 21.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00,156,992.90 209,771,718.71 43.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79,351,491.67 64,193,899.73 23.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1,642,511.46 108,750,865.20 67.03%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0 0.28 42.8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0 0.28 42.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90% 8.37%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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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5,663,139.57 4,063,733,946.84 2.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882,104,047.10 2,604,766,334.46 1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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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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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华明电力
设备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 国有
法人 33.34% 253,144,534 0

郭伯春 境内自然人 3.57% 27,100,074 0
刘毅 境内自然人 3.57% 27,093,677 0
李胜军 境内自然人 3.57% 27,083,463 0
上海国投协力
发展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
法人 2.40% 18,202,714 0

深圳安信乾能
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
法人 1.60% 12,175,669 0

广州汇垠华合
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
法人 1.11% 8,400,755 0

北京国投协力
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
法人 0.95% 7,223,334 0

宁波中金国联
泰和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
法人 0.77% 5,865,974 0

国投创新（北
京） 投资基金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56% 4,223,93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李胜军、郭伯春、刘毅于 2015 年 12 月 29 日解除了一致行动协议；广州汇垠澳丰股权
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广州汇垠华合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及广州汇垠鼎耀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国投协力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国投创新（北京）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北京国投协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为一
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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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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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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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于

2021年 8月 13日以邮件、短信或专人送达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及其他会议参加人，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23日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9人，实际参加的董事 9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肖毅先生召集、主持,
公司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华明电
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会议审议以下议案：

1、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2、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 2021 年上半年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募集资金 2021年上半年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相关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年半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根据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 母公司 2021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为 352,541,449.98元，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491,460,505.65元。 公司
2021年半年度拟实施权益分派， 以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
下：

公司拟以总股本 759,239,130股为基数，按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60元（含税），共分配现金股利
121,478,260.8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如在实施利润分配方案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
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
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相关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相关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 2021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6、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山东星球企业孵化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对山东星球企业孵化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7、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召开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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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8 月

12日以邮件、短信或专人送达的方式通知各位监事，会议于 2021年 8月 23日在上海市普陀区同普路
977号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 3人，实际参加的监事 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朱建成先生主持。 会
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全体监事以
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以 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经认真审核，公司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

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
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二、以 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 2021 年上半年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募集资金 2021年上半年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三、以 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年半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公司拟以总股本 759,239,130股为基数，按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60元（含税），共分配现金股利

121,478,260.8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经认真审核，公司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此议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未侵犯公司及股东利益，符合公司发展需求。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 8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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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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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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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禹节水 股票代码 30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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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静 戴顺宁
办公地址 天津市武清区京滨工业园民旺道 10号 天津市武清区京滨工业园民旺道 10号
电话 022-59679306 022-59679306
电子信箱 dyjszqb@dyjs.com dyjszqb@dyj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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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7,204,390.98 732,702,118.95 41.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1,376,035.40 27,081,693.96 15.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24,034,401.30 21,531,428.53 11.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25,958,604.15 -111,224,898.77 -103.15%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40 0.034 17.6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46 0.034 35.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9% 1.84%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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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80,613,480.21 5,506,071,992.39 -0.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15,639,866.83 1,658,679,590.05 -2.5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38,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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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浩宇 境内自然人 23.19% 185,748,831 139,311,623 质押 45,000,000
仇玲 境内自然人 22.64% 181,318,818
王冲 境内自然人 1.54% 12,311,017 9,383,263
中信里昂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客户资金 境外法人 0.51% 4,078,014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
究院 国有法人 0.48% 3,818,420

#宗渝 境内自然人 0.40% 3,195,800
汪正喜 境内自然人 0.30% 2,432,900
郑孟午 境内自然人 0.23% 1,878,100
蓝海 境内自然人 0.22% 1,783,800
#周学群 境内自然人 0.21% 1,669,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王浩宇和仇玲为母子关系，二人为一致行动人。 王冲和王浩宇为叔侄关系，彼
此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公司未知前十名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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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宗渝持有公司股票 3,195,800股，其中：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95,800股，
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000,000股。

股东周学群持有公司股票 1,669,400股，其中：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669,4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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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活动
2021年是我国“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之年，也是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之年。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3,720.44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 4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37.6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6%。 报告期内，
公司的主要经营活动概述如下：

1、紧跟国策，订单和回款质量实现提升优化
报告期内，公司紧密遵循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和粮食安全国策，凭借全国布局和全产业链的突出优

势，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优化项目管理水平，发挥行业龙头地位优势，新签订单的规模和质量在报告
期内均实现大幅提升，规模订单呈现明显增多趋势，订单结构呈现明显优化。2021年初至今，公司新签
订单 37.94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76%。 从订单规模维度看，5,000万元以上订单占比 77%，500万元以
下订单占比 8%。 报告期内,公司在项目回款方面呈现良好态势,实现因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回款金额
126,307.7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82%。

2、模式创新，全国范围复制推广成效显著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在已有模式和方案基础上进行总结、复盘、归纳和迭代升级，在“三农三水”领

域继续引领行业模式创新升级，为广大客户提供因地制宜的、行之有效、多方共赢的涵盖规划、设计、
建设、产品、技术、运营服务、投融资等在内的一体化综合解决方案。 报告期内，公司集中优势资源，进
一步升级迭代“EPC+O”模式产品手册，创新形成“现代化灌区一体化解决方案”手册，模式创新优势愈
发凸显，运营服务能力持续提升。

农村环境方面，公司陆续中标天津市武清区新一轮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项目、江苏省沛县 2020 年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二期 EPC项目、新疆沙雅县人居环境整治污水分期治理等重点项目。农业基础设施
方面，公司陆续中标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 2021 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设计施工一体化项目、甘肃省酒
泉市肃州区 2021年 5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云南省大理州弥渡县德苴片区引调水应急工程设计
采购及施工总承包项目等重点项目。 现代化灌区方面，公司陆续中标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丰乐河灌区
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固原市原州区 2020-2022 年现代化生态灌区建设（中水利用灌区）EPC+
O 项目、、新疆渭干河灌区库车市信息化建设项目、福建省连城县大石岩重点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
水改造项目等重点项目。

3、科技创新，保障公司持续领先优势
报告期内，公司发挥研究院的研发技术优势以及与控股子公司慧图科技之间的高度协同效应，在

硬件研发生产、软件硬件集成交付等方面取得突出成果。 同时，公司数字化转型“1号项目”成功上线，
大幅提升了公司对多项目、大项目和复杂项目的驾驭能力，为公司科学管理和决策提供有力保障。 此
外，报告期内公司与华为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基于智慧水利（务）、农业节水、农村污水、农民饮水
等重点合作领域互为对方的优先合作伙伴，共同在联合市场拓展、联合技术与市场研究、先进技术持
续创新应用和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国产化等四方面开展全面合作。

4、强化党建，全面升级公司战略和价值观
报告期内，公司以庆祝建党 100周年为契机，以学习宣贯党的十九大精神、两会精神为统领，以持

续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为助推器，加强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
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为企业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障、思想保证和精
神动力。

报告期内，公司全面回顾发展历程，制定未来五年战略规划，进一步明确“三农三水三张网、两手
发力共担当”的战略方针，确立采用战略型管控模式，搭建集团管控赋能平台，并将各项主营业务划分
为七大业务板块，即：研究院、农水集团、设计集团、农村环境投资集团、大禹慧图集团、农水科技投资
集团、供应链板块。 各业务板块明晰自身定位，明确战略目标和实现路径，多轮驱动集团长远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立足企业长期积淀，广泛开展价值观共创活动，并正式发布大禹节水七条价值观：
“平凡人干非凡事”、“1.01^365=37.78”、“持续创新，拥抱变化”、“艰苦奋斗，共创共享”、“靠得住，信得
过”、“守初心，知敬畏”。 公司全面开展价值观宣贯培训，将价值观取向成为公司员工长期认可并在行
动中执行的衡量标准，进一步增强员工归属感和企业凝聚力。

（二）主要产品和服务
公司的主要产品和服务分为四大类别：一是服务于“三农三水”领域的综合解决方案，包括农水项

目规划、设计、建设、管护、运营综合解决方案，灌区现代化解决方案，智能灌溉系统，水肥一体化系统，
农田物联系统等；二是服务于农村污水处理领域的污水处理设备产品及工艺解决方案；三是服务于农
业节水和农村污水处理领域的各类产品序列，包括一体式污水处理设备、智能水表、测控一体化闸门、
高端滴灌管、滴头、首部过滤装置和各类型号系列的灌溉管材、管件等；四是服务于水生态、水环境的
信息化产品及解决方案，包括智慧水联网、智慧水生态平台、农业科技物联网、应急管理等行业的数据
采集、应用软件服务及解决方案。

（三）报告期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3,720.4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137.6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6%；实现因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回款金额 126,307.74 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 82%。 2021年初至今，公司新签订单 37.94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76%，其中 5,000万元
以上订单占比 77%。

上述指标变动的主要背景和原因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响应国家号召，积极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发挥自身全国布

局和全产业链的突出优势，“三农三水”主营业务领域各类订单增长趋势明确，通过创新模式、综合解
决方案和品牌优势获取规模订单的能力增强，新拓展市场成效显著。

2、报告期内公司在项目回款方面呈现良好态势，得益于政府对农水领域政策和资金的鼎力支持，
公司订单质量和项目管控水平的有效提升，以及应收账款回款综合举措效果的显现。

3、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慧图科技由于行业和业务特征，其收入确认相对集中于下半年。 虽然报告期
内慧图科技经营形势良好（报告期内新签订单 1.9 亿元，同比增长 16%；完成回款 1.32 亿，同比增长
58%），但净利润仍为亏损约 1,932万元，由此对公司总体盈利水平造成消极影响。

4、由于公司战略升级和数字化转型落地以及公司于 2020 年底完成对慧图科技并购的因素，报告
期内公司的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相比有所增长。

5、公司 2020年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根据市场利率在本报告期计提财务费用约 1,261万元。
（四）行业发展阶段和公司行业地位
公司是国内农村水利行业中极具影响力的企业，在农业高效节水领域处于领先龙头地位。 公司拥

有自主创新的能力和技术，树立了较高的品牌和行业知名度，具备业内领先的技术实力、完善的生产
体系、工程体系、销售网络、信息技术支撑系统和运维服务体系。 无论从产品/项目的技术含量、品质和
规模，还是从公司资产规模、订单规模和盈利水平而言，公司在国内节水灌溉行业拥有绝对的优势和
强势地位。 顺应农村人居环境提升需求、依托公司扎根农村二十余年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公司业务顺
势延伸至农村污水处理和农民安全饮水领域， 通过承接大型农村人居环境建设运营项目在农村污水
处理领域逐步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通过健全农户付费用水制度，开创了农村供水项目建设运营新模
式。

公司通过二十余年的业务实践树立了领先的行业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一是强大的方案
整合能力。 公司集农水项目诊断、规划、融资、设计、建设、信息化、智能制造能力为一体，是提供产业链
综合服务并为终端客户提供农田物联技术和运维管理增值服务支持的现代农业科技服务型公司，能
够为各类客户和用户提供完整全面的农水领域综合解决方案。二是创新的资本统筹能力。公司是农田
水利领域引入社会资本投资农田运营项目的先行者和领跑者， 主导首个引入社会资本投资的云南陆
良项目并不断丰富为“元谋模式”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良好示范性效应。 公司具备较强的融资能力和
多元的融资渠道，通过引入各类社会资本、借助上市公司平台和投资模式创新，能够与政府形成资本
和资源的合力，为社会资本投资运营项目提供相应的资本统筹支持。 三是专业的运营服务能力。 公司
是行业内为数不多的全国布局公司，针对不同地域、不同作物在全国范围内陆续拓展不同的特许经营
和委托经营具体业务模式，打造了一批农水领域的专业运营服务团队；同时依托水网、信息网和服务
网三网融合机制和各类现代信息技术，规模化降低运营服务成本，提升运营服务效率，为所覆盖的运
营农田和服务的农民用户提供各类农资等农业产业链综合服务。四是现代化的智慧水务能力。公司是
“水网、信息网、服务网”三网融合智慧发展模式的首倡者和践行者，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与项目运营，
依托公司已经完成内部和外部资源整合的智慧水务平台慧图科技， 公司具备完备的农水行业信息化
综合解决方案能力，为客户提供基于智慧水联网、智慧水生态平台、农业科技物联网、应急管理等领域
数据采集、软硬件服务和决策支持服务。

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浩宇
2021年 8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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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变更法定代表人并办理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鉴于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5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选举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关
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2021年 8月 5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
公司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
议案》、《关于聘任公司 CEO、总裁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首席运营官、首席战略官、财务总
监、董事会秘书的议案》；2021年 7月 20日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职工代表监事；2021 年 8
月 5日召开的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近日，公司完成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新一届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备案登记和《公司章
程修正案》的备案登记，并取得了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变更后的公司营业执照

相关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80477634Q
公司名称：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投资、上市）
法定代表人：谢婓
经营范围：汽车配件、摩托车配件、精密金属模具制造、加工、销售；金属冲压件、注塑件设计、生

产、销售；塑料粒子、金属制品的批发；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及销售；纺织品、
服装、橡胶制品、塑料制品、金属制品、通信设备、计算机及电子设备、机电设备的批发，佣金代理（拍卖
除外）及其进出口业务。 上述涉及许可证管理的凭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柒拾肆亿伍仟贰佰伍拾伍万陆仟玖佰陆拾捌人民币元
成立日期：2005年 10月 31日
营业期限：2005年 10月 31日至长期
住所：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曹娥街道越爱路 66号 5幢
特此公告。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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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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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外投资概述
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为进一步优化战略布局，拓宽海外市场
业务，对外投资不超过 430 万美元（公司根据项目进度分批投入），用于新设立马来西亚全资子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5月 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7）。

二、对外投资进展
近日， 子公司华亚精密制造有限公司（英文名：HUAYA PRECISION MANUFACTURING SDN.

BHD.）已经完成在马来西亚公司注册处的注册登记（注册号：202101022355（1422655-X））。
公司已经取得江苏省商务厅颁发的 《企业境外投资证书》（证书编号： 境外投资证第

N3200202100490号，备案文号：苏境外投资[2021]N00490 号）；完成发改委备案，取得苏州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出具的《备案通知》（通知文号：苏发改外[2021]46 号）；取得国家外汇管理局苏州市中心支局
出具的《业务登记凭证》。

公司开始通过商业银行办理支付投资款项，用于马来西亚子公司的运营。
三、备查文件
1、马来西亚注册处出具的华亚精密制造有限公司《私人公司注册证书》
2、江苏省商务厅颁发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
3、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备案通知》
4、国家外汇管理局苏州市中心支局出具的《业务登记凭证》
特此公告！
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8月 24日

证券代码：002812 股票简称：恩捷股份 公告编号：2021-138
债券代码：128095 债券简称：恩捷转债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展期、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玉溪合益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益投资”）的通知，获悉合益投资将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办理了股份质押展期手续，并对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 具体事项如下：
一、 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展期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股份数量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限售
股

是否为 补 充
质押

质押
起始日 原质押到期日 展期后

到期日 质权人 用途

合益
投资 是 6,000,000 5.02% 0.67% 否 否 2019年 8月 22日 2021年 8月 21日 2022年 8月 21日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自身资金需求

注：本公告中所述的总股本均指公司截至 2021年 8月 20日的总股本。
二、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数量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解除日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合益
投资 是 10,274,000 2019年 8月 22日 2021年 8月 20日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60% 1.15%

三、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合益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展期及解除
质押前质押股份数量
（股）

本次质押展期及解除
质押后质押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售和冻
结数量
（股）

占已质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售和冻
结数量
（股）

占未质押股份
比例

合益投资 119,449,535 13.39% 29,878,000 19,604,000 16.41% 2.20% 0 0.00% 0 0.00%
李晓华 69,837,889 7.83% 15,600,000 15,600,000 22.34% 1.75% 0 0.00% 0 0.00%
玉溪合力投资有限公司 9,558,686 1.07% 6,000,000 6,000,000 62.77% 0.67% 0 0.00% 0 0.00%
Paul�Xiaoming�Lee 126,192,257 14.14% 0 0 0.00% 0.00% 0 0.00% 0 0.00%
Sherry�Lee 73,470,459 8.23% 0 0 0.00% 0.00% 0 0.00% 0 0.00%
Jerry�Yang�Li 17,707,237 1.98% 0 0 0.00% 0.00% 0 0.00% 0 0.00%
珠海恒捷企业管理事务所（有
限合伙） 15,526,817 1.74% 0 0 0.00% 0.00% 0 0.00% 0 0.00%

合计 431,742,880 48.38% 51,478,000 41,204,000 9.54% 4.62% 0 0.00% 0 0.00%
四、其他情况说明
合益投资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资金偿还能力，质押风险可控，不存在实质性资金偿还风险。上述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公司治理产生影响。若出现平仓风

险，合益投资将采取补充质押、提前购回被质押股份等措施应对风险。
五、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300079 证券简称：数码视讯 公告编号：2021-024

北京数码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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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沛中 独立董事 请假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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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码视讯 股票代码 30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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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姚志坚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产业基地开拓路 15号数码视讯大厦

电话 010-82345841

电子信箱 sumavision@sumavis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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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3,120,561.56 396,992,352.26 19.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9,749,753.23 4,635,546.42 1,404.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45,842,523.54 2,487,657.51 1,742.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8,552,515.95 81,166,183.69 -52.5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487 0.0033 1,375.7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487 0.0033 1,375.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7% 0.12%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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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0,002,830.71 4,561,214,767.45 1.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973,211,382.50 3,914,518,798.62 1.5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89,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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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郑海涛 境内自然人 15.01% 214,538,518 160,903,888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1.57% 22,503,498 0 0

艾萍 境内自然人 0.70% 10,039,000 0 0
元元 境外自然人 0.48% 6,877,600 0 0
陆金海 境内自然人 0.47% 6,674,600 0 0
安伟 境内自然人 0.42% 5,980,000 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国泰中证全
指通信设备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1% 5,819,200 0 0

北京华海德航科技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0% 5,772,831 0 0

梁细华 境内自然人 0.40% 5,755,500 0 0
徐建林 境内自然人 0.38% 5,361,800 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其中郑海涛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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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股东艾萍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股外，还通过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0,039,000股，实际合计持有 10,039,000股。

2、公司股东元元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股外，还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877,600股，实际合计持有
6,877,600股。

3、公司股东陆金海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4,467,200股外，还通过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207,400股，实际合计持
有 6,674,600股。

4、公司股东安伟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00,000股外，还通过国都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880,000股，实际合计持有
5,980,000股。

5、公司股东北京华海德航科技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股外，
还通过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772,831股，
实际合计持有 5,772,831股。

6、公司股东梁细华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股外，还通过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755,500股，实际合计持有
5,755,500股。

7、公司股东徐建林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6,100股外，还通过华泰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355,700股，实际合计持有
5,361,8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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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北京数码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3日

证券代码：300272 证券简称：开能健康 公告编号：2021-088

开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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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能健康 股票代码 300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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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延茂 陆董英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川大路 518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川大路 518号
电话 021-58599901 021-58599901
电子信箱 dongmiban@canature.com dongmiban@canatu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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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4,997,397.16 487,091,601.13 42.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6,829,677.26 30,432,176.92 86.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52,627,221.13 27,691,910.43 90.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8,073,653.46 16,925,155.98 361.29%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0 0.05 1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0 0.05 1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0% 2.51%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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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958,172.76 1,818,405,772.85 9.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63,098,090.10 1,172,657,499.93 -0.8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35,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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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瞿建国 境内自然人 38.25% 220,638,209 165,478,657
上海高森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82% 33,588,573 0

上海莱一米瑞商务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1% 8,726,664 0

上海粒森企业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1% 7,580,800 0

上海市建国社会公益
基金会 其他 1.20% 6,896,593 0

韦嘉 境内自然人 1.07% 6,150,194 0
郭秀珍 境内自然人 0.85% 4,918,579 0
庄力朋 境内自然人 0.81% 4,648,312 0
顾天禄 境内自然人 0.72% 4,153,108 0
杨焕凤 境内自然人 0.52% 3,010,09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瞿建国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韦嘉女士是瞿建国先生之儿媳，为一致行
动人；庄力朋和郭秀珍为夫妻关系；上海莱一米瑞商务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粒森
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及杨焕凤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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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杨焕凤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0,093股外，还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000,000股，实际合计持有 3,010,093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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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重要事项。

证券代码：300771 证券简称：智莱科技 公告编号：2021-031

深圳市智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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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莱科技 股票代码 300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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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才玉 张威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学苑大道 1001 号南山智
园 C3栋 15层

深圳市南山区学苑大道 1001 号南山智
园 C3栋 15层

电话 0755-28657760-8033 0755-28657760-8033
电子信箱 zhilaikeji@zhilai.com zhilaikeji@zhil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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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8,620,709.19 477,145,013.53 14.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6,147,964.91 114,517,646.60 -59.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41,405,547.05 103,656,952.67 -60.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8,078,221.80 157,048,217.29 -117.88%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9 0.72 -59.7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9 0.72 -59.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7% 7.00%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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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4,200,258.76 2,014,887,513.29 8.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52,877,476.97 1,772,553,082.68 -1.1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2,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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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德义 境内自然人 20.86% 33,372,000 33,372,000

南平杰兴顺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18% 32,292,000 32,292,000

易明莉 境内自然人 4.79% 7,664,900 5,748,675

南平西博智能股权
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6% 5,216,600 0

王兴平 境内自然人 3.24% 5,176,040 3,882,030

张鸥 境内自然人 3.17% 5,079,465 3,809,599

南平市延平区晶辉
健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9% 4,776,000 4,776,000

廖怡 境内自然人 2.81% 4,495,020 0

深圳市顺丰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8% 4,440,00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交银施
罗德阿尔法核心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4% 3,585,939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干德义先生与南平杰兴顺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是
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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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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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亲属短线交易及致歉的公告

董事赵素霞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3 日收到董事赵素霞出具的《关于本
人亲属短线交易公司股票的情况及致歉说明》， 赵素霞的配偶夏欣瑞于 2021 年 3 月 10 日至 8 月 20
日期间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上述
交易构成短线交易，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短线交易的具体情况
经核查，2021年 3月 10日至 2021年 8月 20日期间， 夏欣瑞的个人证券交易账户在二级市场交

易了公司股票，具体情况如下：

交易时间 交易方向 交易数量（股） 成交均价（元 /股） 交易金额（元）

2021年 3月 10日 买入 4,500 4.49 20,205

2021年 3月 11日 买入 2,500 4.438 11,095

2021年 3月 11日 卖出 4,500 4.62 20,805

2021年 8月 20日 卖出 2,500 7.37 18,425

上述短线交易产生收益为 7,910元（计算方法：卖出成交均价 *短线卖出股份-买入成交均价 * 短

线买入股份=5.60*7000-4.47*7000=7910）。 夏欣瑞上述交易公司股票的行为构成短线交易，截止本公
告披露日，夏欣瑞未持有公司股票。

二、本次短线交易的处理及公司采取的措施
公司在获知上述短线交易行为后，高度重视，及时核查相关情况。 董事赵素霞及其配偶夏欣瑞积

极配合和纠正，本次事项的处理情况如下：
1、夏欣瑞上述买卖公司股票行为构成了短线交易行为。 经与赵素霞核实，交易前后未告知其配偶

夏欣瑞公司经营情况或其他内幕信息。 夏欣瑞买卖公司股票行为均为其本人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
独立判断而作出的决定，不存在利用短线交易或内幕信息交易谋求利益的情形，不存在主观违规的情
形。 夏欣瑞承诺将自觉遵守《证券法》第 47条关于禁止短线交易的规定，自最后一笔买入公司股票之
日起六个月内不卖出公司股票，自最后一笔卖出公司股票之日起六个月内不买入公司股票。

赵素霞及亲属已经深刻认识到本次违规交易的严重性，就此给公司和市场带来的不良影响，向公
司及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 赵素霞承诺今后将进一步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严格规范本人及
直系亲属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自觉维护证券市场秩序，杜绝此类情况再次发生。

2、根据《证券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上市公司、股票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
交易的公司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其持有的该公司的股票或者
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该
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前款所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然人股东持有
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包括其配偶、父母、子女持有的及利用他人账户持有的股票或
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 夏欣瑞本次短线交易产生的收益 7,910元已上交公司。

3、公司董事会已向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重申相关法律
法规，要求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切实管理好股票账户，并督
促相关人员严格规范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避免此类情况再次发生。

三、备查文件
1、赵素霞出具的《关于本人亲属短线交易公司股票的情况及致歉说明》；
2、夏欣瑞上缴收益的银行凭证。
特此公告。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