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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86 证券简称：友发集团 公告编号：2021-085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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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24 日以现场及视频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于 2021 年 8 月 20 日通过电子邮件和专人送
达的方式发出。 本次董事会应参加会议的董事 9 人，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 9 人，会议由董事长李茂津
先生主持。 会议列席人员包括公司监事 3人，以及董事会秘书。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做出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 2021年半年度报告》（编号：2021-087）。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编号：2021-088）。
三、上网公告附件
1、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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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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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24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于 2021 年 8月 20日通过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的方式
发出。 本次监事会应参加会议的监事 3 人，实际参加会议的监事 3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克春先生
主持。会议列席人员为董事会秘书。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 2021年半年度报告》（编号：2021-087）。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编号：2021-088）。
特此公告。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 年 8 月 24 日

公司代码：601686 公司简称：友发集团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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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发集团 601686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杜云志 张羽

电话 022-68583117 022-28891850

办公地址 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环湖南路 1号 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环湖南路 1号

电子信箱 duyunzhi@yfgg.com zhangyu@yfg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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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09,379,853.76 11,840,447,503.37 20.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6,230,165,161.98 6,255,044,209.14 -0.40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9,002,381,813.46 21,007,300,041.91 38.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596,111,837.73 867,629,287.16 -31.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04,253,485.72 882,687,411.34 -31.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26,627,004.91 197,165,412.67 -265.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9.25 21.16 减少 11.9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2 0.68 -38.2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2 0.68 -3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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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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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茂津 境内自 然
人 19.14 275,358,000.00 275,358,000.00 无 0

徐广友 境内自 然
人 6.69 96,255,000.00 96,255,000.00 无 0

尹九祥 境内自 然
人 6.43 92,496,000.00 92,496,000.00 无 0

陈克春 境内自 然
人 4.08 58,677,000.00 58,677,000.00 无 0

陈广岭 境内自 然
人 3.93 56,490,000.00 56,490,000.00 无 0

刘振东 境内自 然
人 3.70 53,229,000.00 53,229,000.00 无 0

于洪岺 境内自 然
人 3.26 46,868,500.00 46,868,500.00 无 0

朱美华 境内自 然
人 3.18 45,768,100.00 45,768,100.00 无 0

韩德恒 境内自 然
人 2.21 31,749,000.00 31,749,000.00 无 0

边刚 境内自 然
人 1.83 26,276,000.00 26,276,000.0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股东李茂津、徐广友、尹九祥、陈克春、陈广岭、刘振东、朱
美华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于洪岺为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
人。 李茂津与刘振东为连襟关系；李茂津与徐广友为郎舅关系；李茂
津与陈克春为表兄弟关系；徐广友与于洪岺为叔嫂关系；朱美华与边
刚为舅甥关系； 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关联或一致行动关
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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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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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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友发集团”）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证监许可[2020] 2689 号《关于核准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4,200.00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2.86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 1,826,12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699,999,966.36 元，上述募集
资金已于 2020年 11月 30日全部到位，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年 11月 30日对公
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0]第 ZG11928 号《验资报
告》。 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说明
首次募集资金净额 1,699,999,966.36
减：2020年直接投入募投项目 400,000,000.00 1
减：2020年置换以自有资金投入募投项目 1,137,106,320.76 2
加：2020年利息收入 1,491,525.12 3
减：2021年募集资金临时补流 162,900,000.00 4
减：2021年手续费、询证函费用支出 250.00 5
加：2021年利息收入及其他 302,802.06 6
2021年 6月 30日余额 1,787,722.78

截止 2021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如下：
1、2020年以募集资金直接投入募投项目中的“补充流动资金项目”400,000,000.00元。
2、根据公司 2020年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招股书中披

露的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以及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募集资金置换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20]第 ZG11944 号），以募集资金置换公司前期以自
有资金投入募投项目“陕西友发年产 300万吨钢管建设项目”款项 1,137,106,320.76元。

3、公司 2020年累计取得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1,491,525.12元。
4、公司 2021年 1-6月取得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及其他 302,802.06元
5、根据公司 2021 年 1 月 13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于 2021年 1月 19
日转出 162,900,000.00元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6、公司 2021年 1-6月累计发生手续费及询证函支出 250元。
截止 2021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余额 1,787,722.78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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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实
际，公司制定了《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规
定，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2020 年 11 月 30 日，保荐机构和友发集团与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共
同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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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履
行了相关职责。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本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情况列示如下表：
单位：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浦发银行天津浦祥支行 77120078801700001087 650,000,000.00 680,651.80

平安银行天津分行营业部 15477588888880 650,000,000.00 652,343.52

中国光大银行天津南开支行 75510188000147119 429,451,056.60 454,727.46

合计 1,729,451,056.60 1,787,722.78

三、报告期内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具体情况详见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本期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发生变更的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根据公司 2021年 1月 13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分

别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将募集资金
162,900,000.00元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五）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和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六）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七）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无。
（八）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尚未节余。
（九）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无。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二)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按相关规定及时、准确、完整披露了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的情况，公司募集资金的存

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六、公司监事会审议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关于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

面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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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证公字 [2013] 13 号）及相关格
式指引的规定， 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公司募集资金 2021 年上半年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不
存在募集资金违规使用的情况。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8月 24 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1年 1-6月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82,612.00
本 年 度 投
入 募 集 资
金总额

0.0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无
已 累 计 投
入 募 集 资
金总额

153,710.63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无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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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含本
期 置 换
的 以 自
有 资 金
预 先 投
入 的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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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陕西友发钢管
有限公司年产
300 万吨钢管建
设项目

否 130,000.0
0 130,000.00 0.00 113,710.

63 87.47
2020
年 12
月

7,834.
57 是 否

2、补充流动资金 否 40,000.00 40,000.00 0.00 40,000.0
0 100.00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适用

承诺投资项目小
计

170,000.0
0 170,000.00 0.00 153,710.

63 90.42 / 7,834.
57 / /

超募资金投向

超募资金投向小
计 / 0.00 0.00 0.00 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适用

合计 170,000.0
0 170,000.00 0.00 153,710.

63 / 7,834.
57 / /

未达到计划进度
或预计收益的情
况和原因（分具
体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
额、 用途及使用
进展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地点变更
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方式调整
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详见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
集资金结余的金
额及原因

详见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尚未使用的募集
资金用途及去向 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均存放于监管账户中。

募集资金使用及
披露中存在的问
题或其他情况

无

公司代码：600671 公司简称：ST目药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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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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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目药 600671 *ST目药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任嘉鹏（代行董事会秘书） 陈国勋

电话 0571－63722229 0571－63722229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锦南街道上杨路
18号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锦南街道上杨路
18号

电子信箱 2685997122＠qq.com 2685997122＠q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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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143,857.06 442,510,197.01 -2.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66,693,094.29 72,843,448.58 -8.4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77,214,839.39 111,290,544.53 -30.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6,150,354.29 -2,400,710.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401,837.19 -9,719,007.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6,239,411.75 73,967.03 8,335.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8.8154 -2.290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05 -0.019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05 -0.0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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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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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汇隆华泽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01 26,799,460 0 无 0

永新华瑞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53 25,000,000 0 无 0

浙江清风原生文化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26 5,181,813 0 冻结 5,181,813

青岛共享应急安全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28 4,000,028 0 无 0

杭州岳殿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28 4,000,000 0 无 0

李俊凤 境内自然人 2.52 3,073,329 0 无 0

盖连东 境内自然人 1.75 2,133,545 0 无 0

李洪辛 境内自然人 1.65 2,008,556 0 无 0

郑州玖甄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0 1,830,000 0 无 0

李杰 境内自然人 1.32 1,601,923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2021 年 1 月 20 日李俊凤、李洪辛、李杰、周永政四人共同签署
了《一致行动人协议》，协议签署后，李俊凤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
有公司股份 6,735,608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52%。 详见公司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21-005）；（2）永新华瑞与青岛共享于 2021 年 3 月
26日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后，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9,000,028股,占
公司总股本 23.81%，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详见公司公告（公告编
号：临 2021-015）；（3）除上述披露外，公司未知悉上述其他股东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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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671 证券简称：ST目药 公告编号：临 2021-074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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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24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21年 8月 13日通过邮件、专人送达、电话等方式通知监事，本
次会议应表决监事 3名，实际参与表决监事 3名。 会议参与表决人数及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书面表决,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国家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公司的实

际情况，执行新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决策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公
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与本公告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披露的《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3 票、
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1、《2021年半年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监事会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2021年半年度报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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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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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定期报告的各项

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准确地反映出公司 2021年半年度的经营状况、经营成果和财
务状况；

4、在提出本意见前,监事会未发现参与编制和审议《2021 年半年度报告》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
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票 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特此公告。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 8月 25日

证券代码：600671 证券简称：ST目药 公告编号：临 2021-075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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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不会

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8 月 24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

次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根据财政部于 2018 年 12 月 7 日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21 号-租赁)(财会【2018】35 号)（以

下简称“新租赁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

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 2021
年 1月 1日起施行。

根据规定，公司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1、变更前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为财政部 2006 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

租赁》及其相关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执行财政部于 2018 年修订发布的新租赁准则。其他未变更部分，仍

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 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
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 规定执行。

2、本次执行的新租赁准则主要内容如下：
（1）新租赁准则下，除短期租赁和低价值租赁外，承租人将不再区分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所有租

赁均采用相同的会计处理，均需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 负债；
（2）对于使用权资产，承租人能够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将取得租赁资产 所有权的，应当在租赁

资产剩余使用寿命内计提折旧。 无法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 时能够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应当在租
赁期与租赁资产剩余使用寿命两者孰短 的期间内计提折旧。 同时承租人需确定使用权资产是否发生
减值，并对已识别的 减值损失进行会计处理；

（3）对于租赁负债，承租人应当计算租赁负债在租赁期各期间的利息费用， 并计入当期损益；
（4）对于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承租人可以选择不确认使用权资产 和租赁负债，并在租赁

期内各个期间按照直线法或其他系统合理的方法计入相关 资产成本和当期损益。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2018 年 12 月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第 21号—租赁》（财会【2018】35 号）要求，公司于 2021年 1月 1日起实施新租赁准则。 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不影响公司 2020 年度及以前年度相关财务指标，不影响公司当期净利润及所有者权益，也不涉
及以往年度的追溯调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况。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根据国家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相应变更，符

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审核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国家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

公司的实际情况，执行新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
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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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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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24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21年 8月 13日通过邮件、专人送达、电话等方式通
知董事，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 9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9名。 会议由董事长任嘉鹏先生主持，会议参与
表决人数及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书面表决,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

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执行新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与本公告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证
券日报》披露的《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 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

与格式（2021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 12 月修订）》以及上交所《关于做好
主板上市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重要提醒》等有关规定，便于投资者充分了解和掌握公
司 2021年半年度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编制的《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与本公告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证
券日报》披露的《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长基本年薪的议案》
根据《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参考

国内同行业上市公司董事长的薪酬水平，结合公司的实际经营运行情况与地区薪资水平，以及结合个
人承担的职责、价值贡献等因素，经董事会审议通过，董事长基本年薪为人民币 100万元/年。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以下独立意见：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拟定的公司董事长基本年薪方案符合
公司现阶段经营发展实际需要，以及同行业上市公司水平，制定合理，该薪酬方案将有效保障公司董
事长认真履行职责。董事长本人已回避表决，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拟定的公司董事长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8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回避表决票 1 票。 董事长任嘉鹏对本议案已回
避表决。

特此公告。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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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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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七号———医药制造》的相关规定，杭
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 2021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 年 增 减
（%）

营业成本比
上 年 增 减
（%）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中药 13,057,345.63 5,936,305.35 54.54 12.63 56.43 -12.73

西药 57,645.31 20,424.77 64.57 -99.78 -99.39 -22.48

原料 32,834,076.39 29,793,226.87 9.26 -25.87 -25.33 -0.66

保 健 品 2,053,732.15 1,230,447.42 40.09 34.52 23.38 5.41

药品 -流通商品 24,669,060.85 19,112,986.72 22.52 20.63 17.32 2.18

其 他 4,360,156.10 89,024.18 97.96 29.45 -73.02 7.76

合计 77,032,016.43 56,182,415.31 27.07 -28.01 -13.10 -12.51

1、中药、保 健 品、药品-流通商品主营业务收入、主营成业务本比去年分别有所上升，主要是去年
受疫情影响所致，子公司黄山天目主营成业务本上升的幅度较主营业务收入大，主要是子公司黄山天
目主要产品河车、六味液、丸药单位成本普遍上升，毛利小的丸药等产品收入占比较去年同比上升所
致。

2、西药行业主营业务收入、主营成业务本比去年下降，主要是母公司停产进行 GMP 改造，存货已
销售完，同比去年下降 2571万元所致

3、原料行业主营业务收入、主营成业务本比去年分别下降，主要是去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加上薄荷脑属于清凉解表药品，是下游部分企业生产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的原材料，所以今年跟去
年相比订单就有所下降，成本也同比下降。

4、其他行业主营业务收入比去年上升，而主营业务成本比去年下降，主要是控股子公司三慎秦泰
门诊的门诊费和挂号费的收入较去年上升 39.78%，而该业务无成本发生所致。

二、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成本比
上年同期增
减（%）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

保健品 2,053,732.15 1,230,447.42 40.09 34.52 23.38 5.41

河车大造胶囊 10,525,278.59 2,368,927.78 77.49 9.46 33.81 -4.10

薄荷脑 29,073,730.60 25,924,939.02 10.83 -27.67 -25.01 -3.16

薄荷素油 3,760,345.79 3,868,287.85 -2.87 -8.28 -27.42 27.12

药品 -流通商品 24,669,060.85 19,112,986.72 22.52 20.63 17.32 2.18

其 他 6,949,868.45 3,676,826.52 47.10 53.43 99.93 -12.30

合计 77,032,016.43 56,182,415.31 27.07 -28.01 -13.10 -12.51

1、除薄荷脑、薄荷素油产品外，其他产品主营业务收入、主营成业务本比去年分别有所上升，主要
是去年受疫情影响，而今年疫情影响减小所致；河车大造胶囊、其他的主营业务成本的涨幅大于收入
的涨幅，主要是子公司黄山天目河车大造胶囊、六味液、丸药单位成本普遍上升，毛利少的丸药等产品
收入占比较去年同比上升所致。

2、薄荷脑、薄荷素油产品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较去年分别下降，主要是去年因为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加上薄荷脑属于清凉解表药品，是下游部分企业生产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的原材料，
所以今年跟去年相比订单就有所下降，成本也同比下降。而薄荷素油主营业务成本下降的幅度较主营
业务收入大，主要是原材料-薄荷原油今年单位成本较去年同比下降所致。

3、薄荷素油毛利率比上年同期增加 27.12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薄荷原油今年单位成本较去年同
比下降所致。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分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减（%）

华东地区 58,802,017.99 -15.53

华北地区 5,177,592.10 -18.20

华南地区 3,572,091.15 -58.90

西北地区 100,230.09 -97.53

东北地区 622,441.22 -65.42

西南地区 3,150,512.01 -65.75

中南地区 5,607,131.87 -23.39

合计 77,032,016.43 -28.01

各地区营业收入同比去年下降，主要是 1、本报告期母公司停产进行 GMP 改造，减少 2571 元，2、
薄荷脑、薄荷素油产品主要是去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加上薄荷脑属于清凉解表药品，是下游部
分企业生产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的原材料，所以今年跟去年相比订单就有所下降，减少 1479万元。

本公告之经营数据未经审计，以上数据源自公司报告期内财务数据，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
经营概况之用，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审慎使用上述数据。

特此公告。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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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立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证券部投资者联系方式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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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立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公司电话网络系统改造，自 2021 年 8 月 25 日

（星期三）起将启用新的投资者咨询电话，公司原联系方式 0510-87061738将停用，现将变更后的联系
方式公告如下：

电话号码：0510-68535818。
除上述调整之外，公司办公地址、电子邮箱及邮政编码等其他联系方式保持不变。 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上述变更事项，由此给投资者带来不便，请予以谅解。
特此公告。
江苏立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5日

公司代码：603519 公司简称：立霸股份

江苏立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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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霸股份 603519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顾春兰 /

电话 0510-68535818 /

办公地址 江苏省宜兴市环保科技工业园画溪路
88号 /

电子信箱 jslb@jslib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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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4,628,893.12 1,429,258,754.39 -6.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68,437,769.62 760,810,101.23 1.00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744,979,321.73 512,739,559.17 45.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015,641.59 51,831,225.88 0.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51,948,001.60 48,618,539.36 6.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285,796.64 86,880,625.31 -112.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61 6.84 减少 0.2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0.23 -13.0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 0.23 -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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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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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凤仙 境内自然人 25.92 69,039,049 0 无 0

盐城东方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08 58,813,319 0 无 0

伊犁苏新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未知 5.05 13,440,000 0 无 0

蒋达伟 境内自然人 4.43 11,789,904 0 无 0

储一平 境内自然人 1.89 5,040,000 0 无 0

陈有舵 境内自然人 1.48 3,943,968 0 无 0

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ASSOCIATION 境外法人 0.98 2,602,874 0 无 0

朱杰全 未知 0.66 1,764,618 0 无 0

邹本新 未知 0.64 1,694,200 0 无 0

邹小麟 未知 0.63 1,671,377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卢凤仙女士与蒋达伟先生系母子关系。 除前述关系外，未
知股东之间是否具有关联关系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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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519 证券简称：立霸股份 公告编号：2021-047

江苏立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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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立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8 月 13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并通过电话确认，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24 日以现场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3人，实到监事 3人，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监事 2人，以通讯表决方式参加会议的监事 1
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杨敏女士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并通过《江苏立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的规定；内

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
司 2021年上半年度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 2021 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
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3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江苏立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 8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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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立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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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2日（星期四）14:00-15: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 e互动平台（http://sns.sseinfo.com）的“上证 e访谈”栏目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在 2021年 9月 1日下午 17:00前通过电子邮件方式 ，向公司提出所关注的问题，公

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公司邮箱：jslb@jsliba.com。
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披露 2021年半年度报告和摘要。 为了让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1 年半年度业
绩和经营情况，公司拟于 2021年 9 月 2 日（星期四）14:00-15:00 召开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普遍关心
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业绩说明会类型
业绩说明会通过网络互动方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1年半年度业绩和经营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交

流，并对投资者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业绩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9月 2日（星期四）14:00-15:00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 e互动平台（http://sns.sseinfo.com）的“上证 e访谈”栏目
三、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蒋达伟先生、财务总监史美娇女士、董事会秘书顾春兰女士。如有特殊情况，

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在 2021 年 9 月 1 日下午 17:00 前通过电子邮件方式 ，向公司提出所关注的问题，公

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2、 投资者可在 2021 年 9 月 2 日 14:00-15:00 通过互联网直接登陆网址：http://sns.sseinfo.com，在

线直接参与本次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顾春兰
联系电话（传真）：0510-68535818
电子邮箱：jslb@jsliba.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登录上证 e互动平台（http://sns.sseinfo.com）的“上证 e访

谈”栏目，查阅业绩说明会的相关文字记录。
特此公告。
江苏立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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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立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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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立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8 月

13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并通过电话确认，会议于 2021年 8月 24日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在
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7人，实到董事 7人，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董事 2人，以通讯表决
方式参加会议的董事 5人。 会议由董事长蒋达伟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并通过《江苏立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7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2、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公司因电话网络系统改造拟调整投资者联系电话， 并根据实际情况修订《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

度》中的部分其他条款。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7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3、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公司投资者投诉处理工作制度＞的议案》
公司因电话网络系统改造拟调整对外联系方式，并根据实际情况修订《公司投资者投诉处理工作

制度》中的部分其他条款。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7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江苏立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