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股代码：601390 A 股简称：中国中铁 公告编号：临 2021-043
H 股代码:00390 H 股简称:中国中铁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1 年中期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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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8月 31日（星期二）15:00-16:30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 会议召开地址：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
● 投资者可以在 2021 年 8 月 25 日至 30 日上午 8：30 至下午 17:30 通过邮件将需要了解的情

况和关注问题预先发送至本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ir@crec.cn），本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本公司将于 2021 年 8 月 31 日于上海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本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 为方便广大投资者更好地了解公司

2021年上半年经营业绩相关情况，公司拟于 2021年 8月 31日通过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上证路
演中心召开“中国中铁 2021年中期业绩说明会”。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形式
1.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8月 31日（星期二）15:00-16:30
2.会议召开形式：在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以网络在线互动的形式召开。
三、参加人员
公司总会计师孙璀先生，董事会秘书何文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在 2021 年 8 月 31 日（星期二）15:00-16:30， 通过互联网登陆上证路演中心（ http://

roadshow.sseinfo.com ），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投资者可联系本公司投资者关系处，联系电话：010-51878413； 电子邮箱：ir@crec.cn。
六、其他事项
关于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 投资者可自 2021 年 8 月 31 日起登陆上证路演中心 http://

roadshow.sseinfo.com观看本次说明会的相关文字直播记录。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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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第二季度获得政府补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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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及下属各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第二季度获得各项政府补

助共计 19,696.65万元，其中 2021年 4月 1日至 6月 10日期间获得各项政府补助 18,622.18 万元，详
见公司于 2021年 6月 11日披露的《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2021 年 6 月 11 日至 6 月 30 日期间
获得各项政府补助 1,074.46万元，具体如下：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万元） 与资产相关/与收益相关
1 产业扶持奖励 850.00 与收益相关
2 增值税即征即退 204.46 与收益相关
3 其他 20.00 与收益相关
合计 1,074.46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将政府补助分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

补助和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2021年 6月 11日至 6月 30日获得的 1,074.46万元政府补助均是与
收益相关的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没有计入递延收益的政府补助，也没有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
助。 上述政府补助影响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97.46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 2021 年度净利润产生的影响，以公司审计机构确
认后的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DD112021 年 8 月 25 日 星期三 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董春云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

公司代码：605016 公司简称：百龙创园

山东百龙创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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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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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龙创园 605016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安莲莲 谷俊超

电话 0534-8215064 0534-8215064

办公地址 山东省德州（禹城）国家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德信大街

山东省德州（禹城）国家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德信大街

电子信箱 blcyzqb@sdblcy.com blcyzqb@sdblc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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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7,660,770.87 835,997,990.75 51.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50,280,000.43 691,092,743.26 66.4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306,467,985.62 239,884,322.65 27.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781,323.24 50,627,632.29 2.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8,194,052.73 47,833,075.81 0.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308,982.61 105,089,733.92 -85.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07 8.14 减少 2.0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9 0.53 -7.5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9 0.53 -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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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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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窦宝德 境内自然人 47.34 60,025,000 60,025,000 无
深圳恩复开金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80 13,700,000 13,700,000 无

唐众 境内自然人 4.42 5,600,000 5,600,000 无
深圳鸿庆华融二号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94 5,000,000 5,000,000 无

郭恩元 境内自然人 3.15 4,000,000 4,000,000 无
窦光朋 境内自然人 2.40 3,045,000 3,045,000 无
嘉兴恩复开金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1 2,300,000 2,300,000 无

季稚孜 境内自然人 1.04 1,314,309 未知
UBS AG 未知 0.46 578,064 未知
杨甜 境内自然人 0.35 438,524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前十名股东中窦宝德与窦光朋系父子关系，是一致行动人；2、股
东郭恩元为股东深圳恩复的有限合伙人， 持有深圳恩复 99.85%的
出资比例，股东深圳恩复与嘉兴恩复的普通合伙人均为北京恩利伟
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郭恩元、深圳恩复开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嘉兴恩复开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是一致行动人；3、除上
述以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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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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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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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百龙创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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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百龙创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24日上午 10：00在公司办公楼一楼第二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和材料已于 2021 年 8

月 13日通过邮件等方式发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安国先生主持，应到监事 5人，实到监事 5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

决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 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对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进行了认真严格地审核，认为：
（1）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所

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上半年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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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监事会成员没有发现参与 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
的行为。

（3）公司监事会成员保证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连带责任。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上披露的《2021 年半年度报告》
和《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表决票 5票，同意 5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审议通过《关于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2021年上半年度， 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 符合中国证监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的有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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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编制的《2021 年半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 如实反映了公司
2021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上披露的《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审议结果：表决票 5票，同意 5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山东百龙创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 8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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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百龙创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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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号———食品制造（2020 年修订）》相关

规定，现将山东百龙创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2021 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未经审
计）公告如下：

一、报告期主要经营数据
2021 年 1-6 月，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30,646.80 万元，同比增长 27.76%。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为

30,222.76万元，同比增长 25.99%。 主营业务收入构成情况具体如下：
1、 按产品分类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1年 1-6月 2020年 1-6月

金额（万元） 比例（%） 金额（万元） 比例（%）

益生元系列 11,788.79 39.01 12,906.57 54.78

膳食纤维系列 14,302.48 47.32 8,494.89 36.06

其他淀粉糖(醇) 1,509.89 5.00 1,313.36 5.57

健康甜味剂系列 2,621.60 8.67 844.69 3.59

总计 30,222.76 100.00 23,559.51 100.00

2、 按地区分类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1年 1-6月 2020年 1-6月
金额（万元） 比例（%） 金额（万元） 比例（%）

华东地区 5,873.96 19.44 6,202.67 26.33
华北地区 1,574.65 5.21 1,098.46 4.66
华中地区 2,474.07 8.19 1,398.04 5.93
华南地区 1,800.17 5.96 1,815.58 7.71
东北地区 627.04 2.07 797.25 3.38
西北地区 1,583.95 5.24 1,588.65 6.74
西南地区 397.60 1.31 262.84 1.12
境外地区 15,891.32 52.58 10,396.03 44.13
合计 30,222.76 100.00 23,559.51 100.00

特此公告。
山东百龙创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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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百龙创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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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百龙创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21 年

8月 24日上午 9：00在公司办公楼一楼第二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和材料已于 2021 年 8
月 13日通过邮件等方式发出。 会议由董事长窦宝德先生主持，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 9人，公司监
事及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
决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 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上披露的《2021 年半年度报告》

和《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表决票 9票，赞成 9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审议通过《关于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上披露的《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审议结果：表决票 9票，赞成 9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山东百龙创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4日

公司代码：600694 公司简称：大商股份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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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公司无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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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商股份 600694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牛钢（代） 马潇尘

电话 0411-83643215 0411-83643215

办公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青三街 1号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青三街 1号

电子信箱 dashanggufen@126.com dashangguf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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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13,024,266.44 17,273,510,536.86 21.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8,938,945,133.93 9,268,338,984.12 -3.55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4,375,865,024.27 3,968,835,389.24 10.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97,669,658.90 278,751,911.79 78.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26,875,921.02 256,390,498.31 66.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40,647,865.66 -309,608,770.31 242.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5.51 3.05 增加 2.4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71 0.95 8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71 0.95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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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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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商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9.51 86,666,671 质押 42,500,000

大连国商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8.52 25,013,382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
天惠精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其他 4.29 12,590,700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未知 2.97 8,721,300 无

杨龙活 未知 1.96 5,757,937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1.72 5,064,144 无

毛越明 未知 1.43 4,210,131 无

大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未知 0.86 2,516,085 无

吕科才 未知 0.77 2,270,000 无

宋智杰 未知 0.61 1,779,047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流通股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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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694 证券简称：大商股份 公告编号：2021-057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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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号--零售》的规定，现将公司第二季度主
要经营数据公告如下：

一、2021年第二季度门店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开业及关闭门店。
二、报告期末主要经营数据：

地
区 经营业态

本 期 同 期

主营业
务收入
比同期
增减率

主 营
业 务
毛 利
率 比
同 期
增 减
（%）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元）

主营业务成本
（元）

主营毛
利 率
（%）

主营业务收入
（元）

主 营
毛 利
率

大连地
区

批发、零
售收入

百货业态 363,417,855.28 200,677,963.72 44.78
% 184,591,968.41 7.92% 96.88% 36.86

超市业态 364,541,759.17 346,139,058.97 5.05% 553,438,317.82 20.45
%

-
34.13% -15.40

电器业态 253,802,478.43 238,663,524.54 5.96% 249,130,751.90 2.58% 1.88% 3.38

其他业态 278,163,710.43 204,239,961.64 26.58
% 62,716,995.51 26.69

%
343.52
% -0.11

代理人收
入 166,203,443.20

沈阳地
区

批发、零
售收入

百货业态 131,967,520.61 91,191,035.44 30.90
% 66,178,718.89 4.27% 99.41% 26.63

超市业态 28,027,624.94 27,834,096.73 0.69% 44,739,633.26 6.45% -
37.35% -5.76

电器业态 543,003.43 485,967.68 10.50
% 0.00 10.50

代理人收
入 46,824,725.04

抚顺地
区

批发、零
售收入

百货业态 108,943,382.25 58,502,484.70 46.30
% 56,736,477.19 5.99% 92.02% 40.31

超市业态 67,674,805.99 65,076,959.11 3.84% 106,261,539.16 10.14
%

-
36.31% -6.30

电器业态 38,537,736.26 28,275,845.70 26.63
% 28,432,188.45 25.53

% 35.54% 1.10

其他业态 11,645,397.44 7,608,646.50 34.66
% 10,507,586.78 12.13

% 10.83% 22.53

代理人收
入 53,989,992.55

阜新地
区

批发、零
售收入

百货业态 23,085,652.50 6,475,903.31 71.95
% 4,011,319.53 0.75% 475.51

% 71.20

超市业态 10,796,219.30 10,167,064.14 5.83% 9,855,404.71 6.09% 9.55% -0.26

电器业态 25,809,247.41 19,511,971.68 24.40
% 19,282,262.60 1.66% 33.85% 22.74

代理人收
入 20,637,417.21

锦州地
区

批发、零
售收入

百货业态 64,928,154.50 26,508,343.86 59.17
% 9,993,584.72 3.92% 549.70

% 55.25

超市业态 63,866,670.74 62,855,571.88 1.58% 74,871,391.31 0.23% -
14.70% 1.35

电器业态 43,876,008.96 27,168,363.68 38.08
% 41,184,506.51 10.66

% 6.54% 27.42

代理人收
入 46,063,276.66

大庆地
区

批发、零
售收入

百货业态 206,199,130.32 95,165,939.57 53.85
% 50,389,476.34 10.88

%
309.21
% 42.97

超市业态 290,625,809.01 257,156,059.84 11.52
% 315,901,865.93 11.87

%
-
8.00% -0.35

电器业态 74,633,886.16 61,064,258.77 18.18
% 47,887,212.82 1.24% 55.85% 16.94

其他业态 10,490,848.52 5,629,955.16 46.33
% 6,950,643.06 14.96

% 50.93% 31.37

代理人收
入 106,057,618.68

牡丹江
地区

批发、零
售收入

百货业态 69,859,743.73 16,470,289.43 76.42
% 7,382,826.85 5.87% 846.25

% 70.55

超市业态 220,717,535.23 212,323,593.52 3.80% 155,017,973.17 6.06% 42.38% -2.26

电器业态 2,097,294.24 240,097.70 88.55
% 0.00 88.55

代理人收
入 55,987,447.69

佳木斯
地区

批发、零
售收入

百货业态 65,675,736.96 10,801,919.71 83.55
% 2,220,956.03 11.19

%
2857.0
9% 72.36

超市业态 20,630,109.73 19,099,999.53 7.42% 27,940,649.94 8.27% -
26.16% -0.85

电器业态 997,936.37 128,438.22 87.13
% 0.00 87.13

代理人收
入 47,272,217.40

河南地
区

批发、零
售收入

百货业态 94,366,249.54 60,687,640.49 35.69
% 37,741,382.51 4.39% 150.03

% 31.30

超市业态 62,813,427.17 58,782,727.33 6.42% 81,249,811.11 6.52% -
22.69% -0.10

电器业态 2,676,816.59 2,625,333.91 1.92% 3,438,508.31 16.38
%

-
22.15% -14.46

代理人收
入 35,732,014.02

其他地
区

批发、零
售收入

百货业态 35,373,824.73 27,164,565.49 23.21
% 11,355,139.97 16.88

%
211.52
% 6.33

超市业态 37,973,607.66 37,472,302.97 1.32% 57,306,298.68 5.28% -
33.74% -3.96

电器业态 238,211.43 175,514.12 26.32
% 0.00 26.32

代理人收
入 28,161,647.98

山东地
区

批发、零
售收入

百货业态 53,059,605.36 34,037,481.65 35.85
% 3,181,365.19

-
15.56
%

1567.8
3% 51.41

超市业态 167,781,106.08 140,283,128.25 16.39
% 68,637,697.24 8.37% 144.44

% 8.02

电器业态 52,284,673.96 29,762,211.71 43.08
% 41,197,644.29 2.66% 26.91% 40.42

其他业态 669,116.70 760,750.27
-
13.69
%

1,486,165.96 35.64
%

-
54.98% -49.33

代理人收
入 81,007,201.14

合计 3,348,791,897.13 2,491,214,970.92 25.61
%

3,129,155,265.7
2 7.02% 25.61

注：同期联销收入和代销收入作为代理人收入单独列示，本期分到所属业态，导致同期数不可
比。

本公告的相关数据未经审计，在此提醒投资者审慎使用。
特此公告。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5日

证券代码：603290 证券简称：斯达半导 公告编号：2021-061

嘉兴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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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持股 5%以上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嘉兴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斯达半导”）股东浙江

兴得利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得利”） 持有本公司股份 25,312,9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5.82%。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兴得利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 1,600,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6个月内进行，且在任意连续 90日内，减持公司股份
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 若计划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
上述减持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持
续经营产生影响。 减持价格视市场价格确定。

公司于 2021年 08月 24日收到公司股东兴得利的《减持计划告知函》，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
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证发﹝2017﹞24
号，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的相关要求，现将有关减持计划情况公告如下：

一、 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兴得利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25,312,900 15.82% IPO前取得：25,312,400股；

其他方式取得：5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持股 5%以上股东过去 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
日期

兴得利 3,981,988 2.49% 2021/4/30～2021/7/
6 205-299 2021年 02月 10日

二、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
量（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

期间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
来源 拟减持原因

兴得利 不 超 过 ：
1,600,000股

不 超 过 ：
1%

竞价交易
减 持 ， 不
超 过 ：
1,600,000
股

2021/9/16 ～
2022/3/16

按市场价
格

IPO前取得及
其他方式取
得

自身经营需
要

(一)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 持股 5%以上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
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兴得利承诺：（1）在公司上市后，本企业将严格遵守所作出的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
份的承诺。 股份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在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的前提下，本企业将根据公司经营、
资本市场、自身资金需求等情况综合分析决定减持数量，减持价格将均不低于发行人上一年度经审计
的每股净资产值及股票首次公开发行的价格。（2）本企业承诺本公司将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
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股份减持的各项规定的前提下，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实施减持
时，本企业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公告，未履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公告程序前不减持所持
发行人股份。（3）公司上市后，本企业所持股份总数减持至 5%以下前，本企业减持公司股票时，将提
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尽量避免短期内大量减持对公司股价二级市场走势造成重大影响。（4）若公
司股票发生除权、除息的，上述价格及相应股份数量将作相应调整。（5）如未履行上述承诺，由此取得
收益的，将所取得的收益上缴发行人所有；由此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向发行人或
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并按照相关规定接受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等部门依法给予的行
政处罚。

通过兴得利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公司董事陈幼兴承诺：（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
购该部分股份。 同时，本人将主动向公司申报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2）
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后 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
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的发
行价，本人持有的公司股票将在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自动延长 6 个月的锁定期；在延长锁定期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3）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监
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
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公司股份；（4）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
履行承诺，若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将不符合承诺的所得收益上缴公司所有，并承担相应法律后果，赔偿
因未履行承诺而给公司或投资者带来的损失。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兴得利可能根据自身资金安排、股票市场价格变化、监管部门政策变化等因素而仅部分实施或放

弃实施本次减持计划。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不存在违反《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

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等规定的情况。

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期间，兴得利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嘉兴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5日

证券代码：603050 证券简称:科林电气 公告编号：2021-029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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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董事会全部议案均获通过，无反对、弃权票。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的通知于 2021 年 8

月 14日以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1年 8月 24日采用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
事 7名，实到董事 7名，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成锁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编制和审核的公司《2021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

会的有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截至 2021 年半年度的实际经营情况，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公司代码：603050 公司简称：科林电气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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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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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林电气 603050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宋建玲 贡建杰

电话 031185231911 031185231911

办公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红旗大街南降
壁路段

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红旗大街南降
壁路段

电子信箱 ke1911@kechina.com ke1911@kech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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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1,375,744.20 2,999,216,270.77 2.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263,309,079.92 1,217,881,023.71 3.73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683,689,742.82 507,233,575.10 34.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79,145,253.97 32,931,470.42 140.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095,875.72 29,161,595.55 3.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17,139,127.25 -108,778,976.20 -191.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6.32 2.90 增加 3.4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9 0.20 14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9 0.20 1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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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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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成锁 境内自然人 11.07 17,951,894 无

李砚如 境内自然人 6.98 11,330,143 无

屈国旺 境内自然人 6.60 10,700,000 质押 5,000,000

石家庄轩晖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29 6,964,598 无

上海一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一村
基石 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3.28 5,321,100 无

邱士勇 境内自然人 2.77 4,492,972 无

董彩宏 境内自然人 2.53 4,101,865 无

王永 境内自然人 1.47 2,388,944 22,500 无

田永志 境内自然人 0.67 1,087,100 无

高康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57 930,08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张成锁、李砚如、屈国旺、邱士勇和董彩宏为一致行动人，对公司实
施共同控制。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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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050 证券简称:科林电气 公告编号：2021-030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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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全体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监事会全部议案均获通过，无反对、弃权票。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8 月

14日以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1年 8月 24日采用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应出席的
监事为 3名，实际出席监事 3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邱士勇先生召集并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等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和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反映了公司在 2021年半
年度的实际运营状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603577 证券简称： 汇金通 公告编号：2021-066

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1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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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8月 31日下午 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 e互动”平台（http://sns.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
一、说明会类型
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 2021年 8月 31日披露《公司 2021年

半年度报告》及摘要，为使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情况，公司将于 2021 年 8 月 31 日下
午 15:00-16:00通过“上证 e互动”平台召开 2021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公司经营成
果、财务状况等事项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交流。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1、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8月 31日下午 15:00-16:00
2、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
3、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互动”（http://sns.sseinfo.com）的“上证 e访谈”栏目
三、参加人员
参加本次说明会的人员包括：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及董事会秘书。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为了更好地安排本次活动，公司欢迎有意向参加本次说明会的投资者在 2021 年 8 月 31 日前

通过本公告后附的电话或者电子邮件联系公司，并提出所关注的问题。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统一回答。

2、投资者可于 2021年 8月 31日下午 15:00-16:00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 互动”平台（http:
//sns.sseinfo.com）的“上证 e访谈”栏目，在线直接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1、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2、联系电话：0532-58081688

3、联系邮箱：ir@hjttower.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 e 互动之 e 访谈”网络平台（http://sns.sseinfo.com）

查看本次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5日

证券代码：603577 证券简称：汇金通 公告编号：2021-067

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获得

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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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8月 24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711号）。 批复主要内容如下：

一、核准你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50,870,865股新股，发生转增股本等情形导致总股本发生变化
的，可相应调整本次发行数量。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你公司报送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我会并按有

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批复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本次非公开

发行 A股股票的相关事项，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5日

证券代码：688078 证券简称：龙软科技 公告编号：2021-034

北京龙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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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北京龙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软科技”或“公司”）现任公司副

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侯立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506,65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7161%。 上
述股份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股份，已于 2020年 12月 30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6月 1日披露了《北京龙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2021-026），侯立先生计划自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通过
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 100,000股的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0.1413%，减持价格将
根据市场价格确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侯立先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00,000股，减持
股份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1413%。 本次减持计划已经实施完毕。

一、 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侯立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506,651 0.7161% IPO前取得：506,651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
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 持 价 格
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
成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侯立 100,000 0.1413% 2021/6/23 ～
2021/8/23

集中 竞 价
交易

42.85 －
58.27 5,007,978 已完成 406,651 0.5748%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北京龙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