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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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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高集团 股票代码 002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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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钰 彭 林

办公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金
星北路三段 393号

湖南省长沙市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金
星北路三段 393号

电话 0731-88585000 0731-88585000

电子信箱 cgzq123@163.com cgzq123@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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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2,690,548.24 618,489,997.28 13.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0,037,826.12 117,666,274.07 2.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11,864,871.10 92,410,090.50 21.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6,184,983.44 2,893,095.25 -2,387.69%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25 0.221 1.8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25 0.221 1.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95% 9.03%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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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1,706,921.49 3,616,415,259.55 -12.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43,175,045.95 1,455,714,395.43 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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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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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孝武 境内自然人 19.53% 104,388,594 70,791,930

林林 境内自然人 5.94% 31,760,000 23,820,000

廖俊德 境内自然人 5.72% 30,580,200 0

马晓 境内自然人 2.89% 15,470,000 11,602,500

陈益智 境内自然人 1.12% 5,984,282 0

易方达基金－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易方达
基金－汇金资
管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1.08% 5,777,700 0

张常武 境内自然人 1.05% 5,635,589 0

黄荫湘 境内自然人 0.93% 4,971,518 0

廖伟 境内自然人 0.80% 4,280,510 0

林冲 境内自然人 0.75% 4,029,068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除马孝武和马晓为父子关系外，无公司已知的关联关系。 马孝武先生直接持
有股份总数 94,389,240 股， 通过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长安信托－长安投资
934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持有公司股份 9,999,354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为 104,388,594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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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公开发行事项：
1、2018年 9月 26日，公司披露了《2018年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预案》，公司拟采取向特定对象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 发行 A股股票不超过 105,880,000 股， 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38,664.74 万
元，用于金洲生产基地二期项目和总部技术中心及区域运行中心建设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2、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2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调整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并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内容进行了修订，修订内容如下：本次非公开
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38,664.74 万元（含 38,664.74 万元） 调整为不超过 37,585.47 万元（含
37,585.47 万元）； 金洲生产基地二期项目预计建设总投资 24,832.46 万元， 拟采用募集资金投入
22,664.74万元调整为本项目预计建设总投资 24,832.46万元，拟采用募集资金投入 21,585.47万元。

4、 2020年 8月 24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
进行了审核。 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获得审核通过。 2020年 9月 10日，
公司收到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13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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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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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本集团”）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
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1、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为真实、准

确反映公司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根据相
关的政策要求，对公司的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检查和减值测试，并对公司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合并
报表范围内的有关资产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

2、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总金额
经公司对 2021年半年度末存在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资产，范围包括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等，进

行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后，对各项资产是否存在减值进行评估和分析，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的资产项目为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2021 年半年度末资产减值准备合计计提 4,741,903.60 元，占
公司 2020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为 16.63%。 具体明细如下：

项目 本年计提金额（元） 占 2020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161,321.57 0.57%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4,580,582.03 16.06%

合计 4,741,903.60 16.63%

二、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情况说明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相关规定，基于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等

的信用风险特征，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公司根据历史信用损失经验及变动情况，结合当
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确定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估计预期信用损失。

各类金融资产信用损失的确定方法：
1、应收账款
对于不含重大融资成分的应收款项， 本集团选择始终按照相当于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

计量损失准备。 除了单项评估信用风险的应收账款外，基于其信用风险特征，将其划分为不同组合：

项 目 确定组合的依据

组合 1 公司应收账款均为旅游行业，旅游行业应收账款整体金额较小且较为分散

公司按照上述方法，2021年半年度末计提了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161,321.57元。
2、其他应收款
本集团依据其他应收款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是否已经显著增加， 采用相当于未来 12 个月内、

或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减值损失。 除了单项评估信用风险的其他应收款外，基于其
信用风险特征，将其划分为不同组合：
项 目 确定组合的依据

组合 1 并表范围内关联方款项

组合 2 保证金

组合 3 除并表范围内关联方款项及保证金外的其他应收款项

公司按照上述方法，2021年半年度末计提了坏账准备 4,580,582.03元。 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其他应收款（元）

其他应收账面余额 84,769,142.59

可收回金额 35,358,139.54

期末坏账准备余额 49,411,003.05

其中：年初坏账准备金额 44,830,421.02

本期计提坏账准备 4,580,582.03

本期计提的坏账准备主要系报告期其他应收款账龄增加、预期损失率增加所致。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合计为 4,741,903.60元， 公司 2021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将减少 4,664,709.87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权益将减少 4,664,709.87元。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相关规定，遵循谨慎性、合理性原

则，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能够更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 本次计提资
产减值事项不涉及利润操纵，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特此公告。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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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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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董事亲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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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特索道 股票代码 00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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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正 孟妍

办公地址 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关山一路特 1 号光谷软件园
D1栋

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关山一路特 1 号光谷软件园
D1栋

电话 027-87341812 027-87341810
电子信箱 sante002159@126.com sante002159@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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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160,828.27 97,395,962.44 157.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104,308.69 -113,288,999.80 104.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469,193.94 -152,554,480.85 98.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5,920,663.30 -53,847,428.79 240.99%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3 -0.82 103.6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3 -0.82 103.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6% -11.19% 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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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7,697,914.39 2,712,996,633.18 -2.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19,750,195.27 1,445,849,465.14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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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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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当代城市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7.50% 66,495,954 38,634,659 质押 53,190,00

0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发
展总公司 国有法人 6.07% 10,763,305

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89% 6,900,000 质押 3,52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东方红新动力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3.24% 5,740,000

严宇媛 境内自然人 2.02% 3,577,61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红京东大数据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8% 2,800,000

中国工商银行－国联安德
盛小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48% 2,618,200

国联安基金－中国太平洋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险－国联安基金中国
太平洋人寿股票相对收益
型（保额分红）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1.47% 2,597,600

梁志鹏 境内自然人 1.19% 2,113,886

王行远 境内自然人 0.93% 1,643,05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武汉当代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与自然人股东罗德胜为一致行动人， 合计持有本公司 41.84%的
股份。 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梁志鹏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5,500 股外， 还通过兴业证
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078,386 股， 实际合计持有
2,113,886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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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2.51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57.8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510.4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04.51%，主要系报告期国内疫情缓解，旅游行业加速回暖，公司各
项目分散在全国不同区域有效分散了风险，营收恢复情况好于行业平均水平,游客人数、营业收入同比
大幅上涨，同时，公司财务费用同比大幅下降，助推业绩明显增长。

1、报告期公司业绩恢复迅速，各项目稳健增长。
报告期，公司旗下主要项目经营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人次 万元

项目简称
2021年 1-6月 2020年 1-6月

接待游客数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接待游客数 营业收入 净利润

陕西华山索道项目 48.52 3,514.97 1,064.81 10.25 676.55 -106.72

贵州梵净山项目 65.80 9,025.46 4,391.36 35.39 5,055.75 -256.37

海南猴岛项目 51.19 4,712.05 2,244.31 17.24 1,568.57 -112.21

东湖海洋乐园 68.66 4,340.81 617.25 9.23 963.11 -1,110.64

浙江千岛湖项目 36.33 1,276.90 475.70 14.73 516.37 -70.76

江西庐山三叠泉项目 13.61 820.15 383.11 1.96 132.46 -106.13

盈利项目小计 284.11 23,690.34 9,176.54 88.80 8,912.81 -1,762.83

湖北南漳项目 6.14 243.69 -228.24 5.19 201.75 -230.99

湖北崇阳项目 4.71 700.53 -473.81 1.66 350.06 -1,883.93

湖北保康项目 4.58 144.80 -470.00 3.07 100.30 -506.83

陕西华山宾馆项目 0.83 305.68 -78.13 0.34 147.31 -252.49

内蒙古克旗项目 - 4.68 -971.58 - 1.16 -879.93

亏损项目小计 16.26 1,399.38 -2,221.76 10.26 800.58 -3,754.17

合计 300.37 25,089.72 6,954.78 99.06 9,713.39 -5,517.00
报告期内，公司盈利项目营业收入合计 23,690.3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65.80%，合计实现净利

润 9,176.5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20.55%。公司亏损项目营业收入合计 1,399.3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 74.80%，合计实现净利润-2,221.76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亏损达 40.82%。

（1）头部项目业绩表现强劲，高基数下游客接待量再创历史新高。
公司旗下贵州梵净山客运索道是帮助游客登上梵净山饱览美景的必选路径，自 2009 年投入运营

以来，业绩持续向好，其营业收入平均年增长率达 26.7%，游客接待量平均年增长率达 34%，平均年乘
索率达 95.82%。在高基数下，贵州梵净山项目仍然保持稳定的业绩增速，报告期内，项目游客接待量达
65.80万人次，较上年同期增长 85.94%，同口径已恢复至 2019 年同期的 119.51%，再创造历史新高，实
现营业收入 9,025.46 万元，其中，五一长假期间每日营业收入均突破 100 万元，展现出头部项目优异
的业绩弹性。

（2）不断夯实自有 IP，创新产品业态业绩驱动成效显著。
公司旗下东湖海洋乐园今年新增的“魔兽城堡”项目，是武汉市首家室内外结合的家庭萌宠乐园。

项目将小型动物乐园和无动力亲子乐园相结合，满足不同年龄层的游客在娱乐、科普、休闲、互动方面
的内在需求，精准贴合亲子游市场。“魔兽城堡”项目于今年大年初一正式营业，仅春节期间，即带动东
湖海洋乐园游客接待量、营业收入相较 2019年大幅增长 74%、53%。 今年“六·一”儿童节，“魔兽城堡”
项目开放夜游，这是公司在 2020年提出创新转型发展并确定四条新赛道后，打造的首个“夜游项目”，
利用“声光电”技术，为游客带来沉浸式光影互动探险体验。 报告期内，东湖海洋乐园游客接待量达
68.66万人次，已恢复至 2019年同期的 122%，实现营业收入 4,340.81 万元，营业收入和游客接待量均
刷新历史记录，是公司不断创新产品业态，做大“生态主题乐园”自有 IP的显著成果。

（3）强势营销打破路径依赖，项目联动助力互通导流。
公司旗下海南猴岛项目受区域旅游需求旺盛带动，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4,712.05 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 200.40%，已恢复至 2019年同期的 78.53%。5月 27日，由公司投资的第一部以现实题材结合
景区业态拍摄的网剧《白浪》在快手、抖音、视频号、微博等平台同步上映播出，影片将南湾猴岛的特色
旅游资源融入故事场景中，反响热烈。 该部网剧是公司在营销路径上的新尝试与突破，借助网络大流
量，为南湾猴岛、呆呆岛等景区增加曝光度，强势打造网红景点。 与此同时，梵净山景区也以征集创意
拍摄短视频的方式加入创意营销大部队中，并将南湾猴岛 IP 形象融入其中，实现项目联动，助力不同
项目之间流量互导，深化了公司品牌形象。上半年,公司营销团队与携程旅行深度合作，建立“三特旅游
星球号”并开展常态化运营，粉丝活跃度在携程内容生态中排名前 1%。

（4）财务费用大幅下降，亏损项目有效减亏。
报告期内，公司严控成本费用，融资规模较上年同期下降近 30%，新增融资成本一定程度下降，公

司财务费用由去年同期的 4,518.00万元下降至今年的 2,518.25万元， 降幅达到 44.26%。 截至报告期
末，公司资产负债率 44%，较去年同期 61%明显下降。

报告期内， 公司亏损项目净利润合计较上年同期减亏 1,532.41 万元。 其中， 湖北崇阳项目减亏
1,410.12万元，主要系项目通过经营创新、丰富酒店类产品、大力推广新品地球仓温泉酒店、增强视频
号营销等方式使营业收入大幅增长，同时，因 2020 年 6 月资产剥离导致相应贷款的财务费用同比减
少 418万元，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减少 406万元。 公司将继续通过合理布局，盘活存量资产，加快资产处
置，增加现金流入，提升资产运营质量。

2、从容高效应对疫情，新项目稳步推进。
根据国内外疫情形势，中短期内疫情对旅游行业的影响较难完全消除，但公司始终恪守保生存的

底线思维以及在逆境中谋发展的逆向思维，从常态化疫情防控实战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形成一套从容
高效的系统性应对策略，保护游客安全的同时，保障公司稳健经营。

（1）深耕索道主业，构建硬核技术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与中工国际全资子公司北起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将在文旅项目投资开发、索

道课题研发、索道行业标准编制及设备采购等方面开展长期战略合作。 双方将进一步强化在索道行业
上下游之间的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共同助力中国索道行业发展，特别是有利于双方共同拓宽优质文
旅项目资源发掘渠道，围绕索道产业链，打通“投、建、营”全业务流程，提升双方业绩增长空间，实现企
业间合作共赢。

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要求，生产经营单位需“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
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而以设备状态监测诊断为核心的“智慧索道管理系统”是构建索道安全生
产双重预防机制的硬核科技手段。 公司近几年来大力研发智慧索道管理并推广使用，提升了公司索道
运营管理水平，夯实了安全运营基础。 同时，根据物联网、云计算、设备监测诊断技术进一步对智慧索
道管理系统迭代升级，实现索道设备“预见性检修”，为索道行业智慧运管管理开辟有效路径。

（2）全力推动储备项目的投资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正全力加速推进储备项目的投资建设。 2021年 3月，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意对公司

全资子公司千岛湖旅业公司投资 35,298.52万元用于开发千岛湖牧心谷项目。 千岛湖牧心谷项目是公
司战略创新打造“生态主题乐园”IP，探索观光游与休闲度假融合发展新路径的重要试点。 该项目位于
千岛湖风景名胜区内，具备绝佳的区位条件以及充足的客源，公司将以千岛湖生态山水为基底，打造
涵盖山水观光、山地运动、萌宠乐园、沉浸式体验、非标住宿等多种业态集聚的一站式旅游目的地。
2021年 5月，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意对千岛湖旅业公司增资 6,500 万元，进一步推进千岛湖牧心谷项目
的打板落地。

此外， 公司珠海项目所在地石景山是珠海市中心最高峰和最佳观景点， 公司正通过对石景山索
道、滑道的提档升级，创新尝试索道产品的娱乐化、体验化，加速打造由城市阳台、景山道、景山索道一
体的珠海城市新“地标”。

3、主动践行社会责任，出具公司首份《2020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报告期内，公司首次制作并公开发布了《2020年三特索道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以专题形式呈现了公司进入旅游行业 30 年来始终贯穿的“保护第一、五位一体、可持续发展”
价值责任体系以及 2020年疫情爆发后，全集团上下众志成城、勠力同心、多措并施的抗疫之举。

此外，《报告》还从公司治理、规范运作、员工福利、扶贫攻坚、社会公益、安全生产、智慧化运营、责
任营销等多方面展示了公司针对客户、员工、社区及投资者践行社会责任、回应各方诉求的落实情况
与工作成绩。 充分体现了公司主动践行社会责任、努力提升上市公司质量的内驱力。

4、强化投资者关系管理。
今年 4月，公司召开《2020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面向广大投资者对公司 2020 年度业绩进行深入

剖析，并采取视频讲解、线上问答、游戏互动等方式调动投资者积极性，引导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及旗
下各项目。 今年 6月，公司参与湖北证监局、湖北省上市公司协会及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举办的
“真诚沟通、互信共赢”湖北上市公司 2021年度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就公司经营现状、竞争优
势及社会责任等问题与广大投资者进行了充分讨论与交流，在近 3 小时的在线对话中，关注公司的个
人投资者与媒体记者提问 40余次，公司回复率 100%。 未来，公司将寻找更多机会，增强与投资者之间
的互动交流，强化投资者关系管理，以坚实的硬核科技实力，多元化的产品体验，以及优质的服务质量
回馈市场关注。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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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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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8
月 16日以短信、电子邮件、书面送达等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21年 8月 2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
召开。会议由张泉董事长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9名，实到董事 9名。公司监事会全体监事及部分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董事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对审议事项作出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经审核，董事会认为公司《2021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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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已于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已于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董事会经审议认为， 公司 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

行， 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之情形， 也不存在改变和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及损害股东利益之情
形。同意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对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管
理、存放和使用情况的结论。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
告。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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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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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8
月 16日以短信、电子邮件、书面送达等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21年 8月 27日在公司一楼会议室以现场
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3名，实到监事 3名。 会议由邓勇监事长主持。 本次监事会召集、召开程序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审议，会议对所议事项作出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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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已于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已于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监事会同意公司《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对公司 2021 年半年度募

集资金管理、存放和使用情况的结论。
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特此公告。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 8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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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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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为配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公司鼓励和建议股东及股东代表采取网络投票方式参与本

次股东大会。 如参加现场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请于会前半小时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及本人健康证明文
件到会场办理登记手续。 进入公司或股东大会会场内需全程佩戴口罩，并配合会场要求接受体温检测
等相关防疫工作。

芜湖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21年 8 月 30 日召开，会议决议于 2021 年 9 月 16 日（星期四）召开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3、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1年 9月 16日下午 14：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网络投票系统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http://

wltp.cninfo.com.cn）。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9 月 16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9 月 16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 A 股股东提

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A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A股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

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 股权登记日：2021年 9月 9日
7、 出席对象：
（1）凡 2021年 9月 9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
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现场会议地点：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 666号三七互娱大厦 20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全部具有合法性和完备性。 具体审议议案如下：
1、 审议《2021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 审议《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3、 审议《关于调整 2021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31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等相关内容。

上述议案属于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事项，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单独计票，并对计
票结果进行披露。

三、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现场或信函、传真登记
2、登记时间：2021年 9月 10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3:30-16:30
3、登记地点：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 666号三七互娱大厦 20楼
4、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法人股股东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股东单位公司印章， 单位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单位法定代表人出席的须携带法定代表人的证明文件）办理登记手续；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本人身份
证、股东证券账户卡（原件及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受托代理人持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原件及复印
件）、亲笔签名的授权委托书（请见附件 2）、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

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 1。
五、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1）联系电话：（0553）7653737 传真：（0553）7653737
（2） 联系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 666号三七互娱大厦 20楼，邮政编码：510630。
（3）联系人：叶威 王思捷
2、会议费用：出席会议的股东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其他备查文件。
特此通知。
芜湖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十日
附件 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 2：芜湖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附件 3：股东登记表附件 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555；投票简称：三七投票
2、议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1）议案设置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议案编码”一览表

议案编码 议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2021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2.00 《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

3.00 《关于调整 2021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

（2）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1年 9月 16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1年 9月 16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6 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
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3、股东根据获
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投票。

附件 2：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 作为芜湖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兹全权委托 (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 2021 年 9 月 16 日召开的芜湖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并代为签
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议案
编码 表决事项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2021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00 《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3.00 《关于调整 2021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
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码：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日期及期限：
备注：
1、上述审议事项，委托人可在“同意”、“反对”或者“弃权”方框内划“√” 做出投票指示。
2、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3、除非另有明确指示，受托人亦可自行酌情就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上提出的任何其他事项按照自

己的意愿投票表决或者放弃投票。
4、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者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 3：
股东登记表
截止 2021年 9月 9日下午 15：00交易结束时本人（或单位）持有三七互娱（002555）股票，现登记

参加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东名称或姓名： 股东帐户：
持股数： 出席人姓名：
联系电话：
股东签名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555 证券简称：三七互娱 公告编号：2021-062

芜湖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芜湖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芜湖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1】16 号）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05,612,584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

币 1.00元，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27.77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932,861,457.68 元，扣除发行费用
（不含税）31,309,777.95元后，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901,551,679.73 元。 截至 2021 年 2 月 10
日，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并经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验，会计师已于 2021年 2月 10日出具了“华兴验字[2021]21000650029号”《验资报告》予以确认。

二、 募集资金账户开立及监管协议签订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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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以及公司制定的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公司及“网络游戏开发及运营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广州三七极创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三七极创”）、安徽三七极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三七极
域”）、安徽三七极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以下简称“安徽三七极域广州分公司”）、广州三七
极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三七极彩”）、成都极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极
凡”）、武汉极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极昊”）、厦门极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
门极幻”）在银行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募集资金专户”）用于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股份募集资金的存储与使用。

公司及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储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人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截止日期 金额（元） 募集资金使用项目

1 广州三七极创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广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行

955088022793220
0143

2021 年 8 月
18日

0

网络游戏开发及运营
建设项目

2 安徽三七极域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955088022793520
0113 0

3
安徽三七极域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955088022793670
0102 0

4 广州三七极彩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955088022790780
0196 0

5 成都极凡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955088022879600
0122 0

6 武汉极昊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955088022880560
0128 0

7 厦门极幻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955088022879820
0108 0

鉴于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州三七极创、安徽三七极域及旗下的分公司安徽三七极域广州分公司、
广州三七极彩、成都极凡、武汉极昊、厦门极幻均是本次募投项目“网络游戏开发及运营建设项目”的
实施主体，根据相关规则，公司及上述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和承销保荐机构东方证
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三、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序号 开户人 协议主体

1 广州三七极创

甲方 1：芜湖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 2：广州三七极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甲方 1、甲方 2合称甲方
乙方：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乙方”）
丙方：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保荐机构或者财务顾问）（以下简称“丙方”）

2
安徽三七极域、安
徽三七极域广州
分公司

甲方 1：芜湖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 2：安徽三七极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甲方 3：安徽三七极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甲方 1、甲方 2、甲方 3合称甲方
乙方：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丙方：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保荐机构或者财务顾问）

3 广州三七极彩

甲方 1：芜湖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 2：广州三七极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甲方 1、甲方 2合称甲方
乙方：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丙方：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保荐机构或者财务顾问）

4 成都极凡

甲方 1：芜湖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 2：成都极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甲方 1、甲方 2合称甲方
乙方：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丙方：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保荐机构或者财务顾问）

5 武汉极昊

甲方 1：芜湖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 2：武汉极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甲方 1、甲方 2合称甲方
乙方：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丙方：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保荐机构或者财务顾问）

6 厦门极幻

甲方 1：芜湖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 2：厦门极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甲方 1、甲方 2合称甲方
乙方：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丙方：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保荐机构或者财务顾问）

（二）协议主要内容
一、甲方 1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户名：芜湖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账

号：9550880224806500119；开户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东支行；以下简称“专户”）和定期
账户（户名：芜湖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账号：9550880224806500209；开户行：广发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东支行； 以下简称“定期账户”）， 截止 2021 年 8 月 18 日， 专户余额为
26,463.771706万元，定期账户余额为 61,000万元，上述两账户合计余额为 87,463.771706万元。

以上专户仅用于甲方网络游戏开发及运营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情况下，经丙方同意，甲方可通过网上企业银

行支付募集资金。 该专户开通托管网银（以下简称网银）支付管控功能，即甲方每笔资金划转需通过托
管网银向乙方提供电子指令及相关资金使用证明材料，甲方对提供材料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性负责，
上述电子指令经乙方或丙方审核通过后方可支付。 如乙方、丙方任一方发现甲方使用资金不符合募集
资金用途，有权要求甲方退回同等金额的资金并暂停使用网银。 如甲方及时整改并消除相关影响后，
并出具整改方案，经乙、丙双方同意后方可继续使用网银。 如乙方、丙方任一方不同意，均有权关闭网
银。 如乙方托管网银系统故障，导致无法通过托管网银完成划款，可通过纸质指令等方式进行划款操
作。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财务顾问，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主办人或者其他工
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
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
次现场检查。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吕绍昱、王斌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
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
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15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

六、 甲方一次或者十二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五千万元或者募集资金净额
的 10%的，乙方应当及时以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主办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主办人的，应当
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 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主办人的
联系方式，上述书面通知应当加盖丙方公章确认。 更换保荐代表人/主办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一个自然年度中累计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
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 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
金专户。 如发生上述情形，丙方有权向乙方发出催要通知，要求乙方向丙方立即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
的义务， 并支付第三次违约时专户余额日万分之一的违约金（违约期间自丙方催要通知送达之日起
算，至乙方向丙方出具相关文件之日终止）。

九、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首先由各
方协商解决； 如果在争议发生后十个工作日内未能协商解决的， 均应将争议提交中国广州仲裁委员
会，根据该会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规定进行仲裁。 仲裁地点为广州，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各方均有约
束力。

十、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
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除非法律法规另有规定，丙方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即 2022年 12月 31日解除。
十一、甲方、乙方已知晓丙方正在与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合并；甲方、乙方确认并同意合并

被批准后, 丙方在本协议项下权利义务将转移给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根据丙方另行通知的时间）。
四、备查文件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芜湖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555 证券简称：三七互娱 公告编号：2021-059

芜湖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芜湖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30 日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公司 2020 年申请的银行授信额度即将到期，为了保证公司银行授信的延续性，同时也为了更好
地支持公司及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董事会同意公司及其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类金融机构申请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60 亿元或其
他等值货币的综合授信额度。 本次申请银行授信额度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授权决议有效
期为一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在以上授信额度内，授信可分多次循环使用。

公司目前经营状况良好，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的货币资金余额为 3,927,610,090.55 元（未
经审计），本次申请银行授信额度旨在增加公司资金灵活性，储备可用资金额度，将有助于支持公司业
务拓展，保障公司稳定、可持续发展。 授信期限均为一年，上述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
实际融资金额应在授信额度内，并以银行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实际的提款及具体融资金
额将视公司及子公司业务发展及营运资金实际需求确定。

公司将授权总经理全权代表公司签署上述授信额度内的一切与授信（包括但不限于授信、借款、
抵押、融资、开户、销户等）有关的合同、协议、凭证等各项法律文件，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全部由
本公司承担。

特此公告。
芜湖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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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中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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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熔电气 股票代码 30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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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冰 苏律文

办公地址
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 69 号创业研发园
A 区 12 号现代企业中心东区 3-10303
室

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 69 号创业研发园
A 区 12 号现代企业中心东区 3-10303
室

电话 029-68590656 029-68590656
电子信箱 zjlbgs@sinofuse.com zjlbgs@sinofu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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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571,196.56 85,988,456.43 91.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6,031,392.21 16,688,348.83 115.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33,738,825.08 16,874,700.00 99.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07,083.02 9,918,657.23 -103.1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7249 0.3357 115.9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7249 0.3357 115.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61% 8.80%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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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8,658,491.28 374,333,380.06 22.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82,712,419.50 246,681,027.29 14.6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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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广文 境内自然人 18.00% 8,949,000 8,949,000
石晓光 境内自然人 9.33% 4,637,607 4,637,607

中昱合伙 境内非 国有
法人 7.87% 3,914,000 3,914,000

刘冰 境内自然人 7.43% 3,695,241 3,695,241
李昭德 境内自然人 6.54% 3,249,000 3,249,000
汪桂飞 境内自然人 6.39% 3,176,213 3,176,213

中盈合伙 境内非 国有
法人 6.19% 3,075,001 3,075,001

青岛安鹏 境内非 国有
法人 5.97% 2,966,101 2,966,101

长江晨道 境内非 国有
法人 4.90% 2,436,000 2,436,000

王伟 境内自然人 4.83% 2,398,369 2,398,36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2016年 4月，公司股东方广文、刘冰、汪桂飞、王伟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 该协议约
定：协议各方在决定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事项时，应当共同行使股东权利，特别是在行使
股东大会召集权、提案权、表决权时采取一致行动；协议各方如同时作为公司的董事，
则在董事会相关决策过程中应当确保采取一致行动行使董事权利；各股东在公司重大
决策事项中保持一致，在针对重大事项表决时各股东按照股东人数少数服从多数的原
则先行讨论确定一致意见；如果同意及反对股东人数相同时，以第一大股东方广文的
表决意见为准。 2019年 5月，公司股东方广文、刘冰、汪桂飞、王伟续签《一致行动人协
议》，并于 2021年 2月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之补充协议》，协议约定事项未变更，有
效期为协议生效之日起 6年，若有效期内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的，有效期调整为自公司上市之日起的 36个月届满之日止。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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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