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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有关
规定，现将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7］1431 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790.86万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
价人民币 7.53元，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8 年 1 月 25 日出具的《验资报告》（大华
验字［2018］000019 号）审验。公司此次共计募集资金总额为 210,151,758.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
民币 4,437,951.73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05,713,806.27元。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 165,052,446.78元，其中：公司于募集资金
到位之前利用自有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人民币 97,733,700.00元； 资金到位后至 2020 年 12 月
31日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65,052,446.78 元；本年度未使用募集资金。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募集
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46,804,025.12元（其中银行利息、手续费用合计 6,142,665.63元）。

二、 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
称“管理制度”）。

根据《管理制度》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本公司在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与招商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长沙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车站北路支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并对募集
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授权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
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户资料。

根据本公司与招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保荐协议》，公司单次或者 12 个月内累计从募集资
金存款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 20%
的，公司应当以书面形式知会保荐代表人。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长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车站北路支行 82010100000432585 140,000,000.00 46,804,025.12 活期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分行 66190155260000657 40,000,000.00 已销户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
分行 8111601012200094045 27,999,481.63 已销户

合计 207,999,481.63 46,804,025.12

三、 2021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详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四、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或募投项目发生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不存

在违规情况。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编制单位：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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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年 2月 28日， 本公司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金额合计人民币
9,773.37万元。 募集资金到位后，经公司第八届二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审议批准，公司已用募集资金
进行了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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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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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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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八号———化工》和相关通知的要求，湖南
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 2021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告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2021 年 1-6 月 产 量
（吨）

2021 年 1-6 月 自 用
（吨） 2021年 1-6月销量（吨） 2021 年 1-6 月销

售金额（万元）

甲基异氰酸酯类 7,040.96 914.58 5,619.08 51,150.58

杂环类 3,244.71 1,583.96 1,713.47 19,284.51

有机磷类 400.56 104.18 269.05 2,832.05

二、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1、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产品 2021年 1-6月平均售价（万元 /
吨）

2020 年 1-6 月平均售价
（万元 /吨） 同比增减（%）

甲基异氰酸酯类 9.10 8.96 1.56

杂环类 11.25 13.45 -16.36

有机磷类 10.53 11.85 -11.14

2、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原材料 2021 年 1-6 月平均
采购单价（万元 /吨)

2020 年 1-6 月平均
采购单价（万元 /吨） 同比增减（%）

灭多肟 5.90 7.13 -17.25

单氰胺 1.12 1.26 -11.11

乙酰乙酸甲酯 1.14 0.78 46.15

甲基氯化物 2.53 2.48 2.02

二甲氨基甲酰氯 4.33 4.44 -2.48

一甲胺 0.88 0.90 -2.22

邻仲丁基酚 1.56 1.67 -6.59

液氯 0.20 0.12 66.67

焦炭 0.47 0.52 -9.62

吡啶 1.68 1.61 4.35

三、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本公告之生产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审慎使用上述数据。
特此公告。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31日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2021年 8月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关联交易，维护公司投资者特别

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保证公司与关联人之间订立的关联交易合同符合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湖
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制订本制度。

第二条 公司与关联人进行交易时，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一）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
（二）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三）对于必需的关联交易，严格依照国家法规加以规范；
（四）在必需的关联交易中，关联股东和关联董事应当执行《公司章程》规定的回避表决制度；
（五） 处理公司与关联人之间的关联交易，不得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必要时应

聘请独立财务顾问或专业评估机构发表意见和报告。
第二章 关联人与关联关系
第三条 本制度所称公司关联人包括关联法人、关联自然人、潜在关联人和其他组织。
第四条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法人，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一）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公司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二）由上述第（一）项法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三）本制度第五条所列本公司的关联自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或由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除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四）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五）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本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的其他与本公司有

特殊关系，可能导致本公司利益对其倾斜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第五条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为本公司的关联自然人：
（一）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自然人；
（二）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三）第四条第（一）项所列法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四）本条第（一）项和第（二）项所述人士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年满 18 周岁的子女

及其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子女配偶的父母；
（五）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本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的其他与本公司有

特殊关系，可能导致本公司利益对其倾斜的自然人。
第六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人或者自然人，视同为本公司的关联人：
（一）根据与本公司或者其关联人签署的协议或者作出的安排，在协议或者安排生效后，或在未来

十二个月内，将具有第四条或者第五条规定的情形之一；
（二）过去十二个月内，曾经具有第四条或者第五条规定的情形之一。
第七条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应

将与其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人情况及时告知公司。
第八条 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应当确认上市公司关联人名单，并及时向董事会和监事会报告。
第九条 关联关系指在财务和经营决策中，有能力直接或间接控制公司或对公司施加重大影响

的方式或途径，主要包括关联人与公司之间存在的股权关系、人事关系、管理关系及商业利益关系。
第三章 关联交易
第十条 本制度所称关联交易是指公司或者控股子公司与公司关联人之间发生的转移资源或

义务事项，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事项：
（一） 购买或销售商品；
（二） 购买或销售除商品以外的其他资产；
（三） 提供或接受劳务；
（四） 代理；
（五） 租赁；
（六） 提供资金（包括以现金或实物形式）；
（七） 担保；
（八） 管理方面的合同；
（九） 研究与开发项目的转移；
（十） 许可协议；
（十一） 赠与；
（十二） 债务重组；
（十三） 非货币性交易；
（十四） 关联双方共同投资；
（十五） 上海证券交易所认为应当属于关联交易的其他事项。
第十一条 关联交易活动应遵循商业原则，做到公正、公平、公开。 关联交易的价格应主要遵循

市场价格的原则，如果没有市场价格，按照协议价格。 交易双方应根据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确定定价
方法，并在相关的关联交易协议中予以明确。

第十二条 交易双方应依据关联交易合同中约定的价格和实际交易数量计算交易价款，按关联
交易协议中约定的方式和时间支付。

第四章 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
第十三条 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也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

使表决权。 该董事会会议由过半数的非关联董事出席即可举行，董事会会议所作决议须经非关联董事
过半数通过。 出席董事会会议的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三人的，公司应当将交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第十四条 前款所称关联董事包括下列董事或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董事：
（一）为交易对方；
（二）为交易对方的直接或间接控制人；
（三）在交易对方任职，或者在能直接或间接控制该交易对方的法人单位、该交易对方直接或间接

控制的法人单位任职；
（四）为交易对方或者其直接或间接控制人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具体范围参见第五条第（四）

项的规定）；
（五）为交易对方或者其直接或间接控制人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具体范围参见第五条第（四）项的规定）；
（六）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本公司基于其他理由认定的，其独立商业判断可能受到影

响的董事。
第十五条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应当回避表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总数； 关联股东或其代理人可以按正常程序参加股东大会， 就关联事项表决
时，关联股东只能在表决票中回避栏选择确定。

第十六条 前款所称关联股东包括下列股东或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股东：
（一）为交易对方；
（二）为交易对方的直接或者间接控制人；
（三）被交易对方直接或者间接控制；
（四）与交易对方受同一法人或者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
（五）因与交易对方或者其关联人存在尚未履行完毕的股权转让协议或者其他协议而使其表决权

受到限制和影响的股东；
（六）中国证监会或者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可能造成本公司利益对其倾斜的股东。
第十七条 关联交易决策权限：
（一）公司与关联自然人拟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30万元以下的关联交易（公司提供担保除外），由公

司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通过后按照总经理和董事长权限审批。
公司与关联法人拟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300 万元以下， 或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以下的关联交易（公司提供担保除外），由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通过后按照总经理和董事长
权限审批。

（二）公司与关联自然人拟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30万元以上的关联交易（公司提供担保除外），应当
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及时披露。

公司与关联法人拟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300 万元以上， 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以上的关联交易（公司提供担保除外），应当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及时披露。

（三） 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3000 万元以上， 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的以上的关联交易，由公司董事会向股东大会提交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实施。

第十八条 公司拟与关联人发生重大关联交易的，应当在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后，提交
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作出判断前，可以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出具报告，作为其判断的依据。

第五章 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
第十九条 公司应将关联交易协议的订立、变更、终止及履行情况等事项按照有关规定予以披

露，并对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予以充分披露。
第二十条 公司披露关联交易，按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执行并提交相关文件。
第二十一条 公司关联交易发布的临时公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二）有关各方的关联关系；
（三）交易目的及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四）交易标的、价格及定价政策；
（五）关联人在交易中所占权益的性质及比重；
（六）关联交易涉及收购或出售某一公司权益的，应当说明该公司的实际持有人的详细情况，包括

实际持有人的名称及其业务情况；
（七） 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内容。
第二十二条 公司与关联人进行的下述交易，可以免予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进行审议和披露：
（一）一方以现金方式认购另一方公开发行的股票、公司债券或企业债券、可转换公司债券或者其

他衍生品种；
（二）一方作为承销团成员承销另一方公开发行的股票、公司债券或企业债券、可转换公司债券或

者其他衍生品种；
（三）一方依据另一方股东大会决议领取股息、红利或者报酬；
（四）任何一方参与公开招标、公开拍卖等行为导致的关联；
（五）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交易。
第六章 责任追究
第二十三条 公司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股东及其关联方以各种形式占用或转移公司的资金、资

产及其他资源，因关联人占用或者转移公司资金、资产或者其他资源而给公司造成损失或者可能造成
损失的，董事会应当及时采取诉讼、财产保全等保护性措施避免或者减少损失，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
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制度未作规定的，适用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第二十五条 本制度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制度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实施。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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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十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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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十四次董事会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17 日以书面、 传真和电子

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2021年 8月 27日上午在长沙市公司本部采用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
董事 9人，实到董事 9人，会议由董事长刘卫东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认真讨论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9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详见《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公告编号：2021－031）。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关联交易管理制度＞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

理制度》（2021年 8月修订）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9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 详见 2021年 8 月 31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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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十一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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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十一次监事会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17 日以书面、 传真和电子

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2021年 8月 27日上午在长沙市公司本部采用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
应到监事 5 人，实到监事 5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丁民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经认真讨论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5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详见《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公告编号：2021－031）。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5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详见 2021年 8月 31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监事会认为：
1、《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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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 全文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

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报告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3、监事会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编制和审议的人员

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公司监事会及监事保证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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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 8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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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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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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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海利 600731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洪波 刘瑞晨

电话 0731-85357829 0731-85357830

办公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251号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251号

电子信箱 hbliu0731@sina.com 1663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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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3,296,568,075.98 3,001,190,171.35 2,970,194,278.53 9.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587,547,047.34 1,475,678,087.04 1,464,090,237.37 7.5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1,114,087,536.34 1,028,728,007.54 1,014,937,474.20 8.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35,213,825.62 141,005,603.20 135,968,590.10 -4.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31,470,346.91 140,457,675.18 135,420,872.07 -6.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8,298,886.24 242,260,282.40 245,334,441.96 -92.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8.77 11.20 10.96 减少 2.4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9280 0.30535 0.38277 -4.1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9280 0.30535 0.38277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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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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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海利高新技术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50 108,522,916 无

湘江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52 20,871,733 无

深圳市瑞丰林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2 13,482,560 质押 13,482,560

湖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2 8,382,140 无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1.43 6,594,900 无

陈晓红 境内自然人 1.30 6,000,070 无

陈伦军 境内自然人 1.19 5,491,940 无

巫小平 境内自然人 1.11 5,138,741 无

UBS���AG 其他 0.70 3,210,245 无

深圳市金海国际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金海创富一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8 3,131,09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股东“巫小平”、“深圳市金海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金海创富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分别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290,981股、88,000股。湖南海利高新技
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
持股计划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湖南海利高新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一致行
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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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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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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裁定发回重审；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 全资子公司湖南海利化工贸易有限公司为本案二审之被上诉

人；
● 涉案的金额：货款 3000万元及利息；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诉讼案件为二审裁定结果，尚未终审判决，暂无法确

定诉讼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金额。
近日，公司收到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2021)湘 01 民终 5141 号），现将有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海利化工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就其与广

东奇化化工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向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解除合同，被告向原告返还货款 3000 万元及滋生利息，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
费、律师费及其他费用。 经过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次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终审裁定后，于 2021年
1月 13日在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4 日披露的《关于
全资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1 ）。

2021年 1月 29日， 公司收到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2020) 湘 0111 民初
9881号），经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后 ，做出判决如下：

（一）原告湖南海利化工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广东奇化化工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编号为
QHHL202001M13-1、QHHL202001M13-2、QHHL202001M13-3的三份《购销合同》 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解除；

（二） 被告广东奇化化工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返还原告湖南海
利化工贸易有限公司货款 30,000,000元；

（三）驳回原告湖南海利化工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2月 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湖南海

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04）。
二、 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本次诉讼一审判决后， 被告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经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后，认为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且遗漏必要诉讼参与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四）项规定，做出裁定如下：

（一）撤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20）湘 0111民初 9881号民事判决；
（二）发回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重审；
上诉人广东奇化化工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 195,876.00元均予以退回。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次诉讼涉案金额为货款 3000万元及利息，截止 2021 年 1 月 7 日，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已对

广东奇化化工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5个银行账户执行冻结，共计冻结金额为 13,317,681.23 元（人民
币）。 公司已在 2020年度对本案涉及的货款预计提坏账准备 15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1
月 16日披露的《关于 2020年年度业绩预增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2）。

本诉讼案件为二审裁定结果， 尚未终审判决， 暂无法确定诉讼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金
额。

公司将根据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 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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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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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乐音响 600651 *ST飞乐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雷霓霁 茅娟

电话 021-34239651 021-34239651

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桂林路 406号 1号楼 13层 上海市徐汇区桂林路 406号 1号楼 13层

电子信箱 office@facs.com.cn office@fac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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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8,810,737,375.32 9,108,455,229.47 9,108,455,229.47 -3.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2,389,113,659.24 2,696,266,355.52 2,696,266,355.52 -11.39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2,252,022,767.50 2,026,973,188.90 1,092,835,588.17 11.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79,166,536.00 758,786,040.56 765,531,045.50 -110.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10,891,344.61 -208,517,499.35 -208,517,499.35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8,715,408.40 -91,732,718.84 -50,065,479.35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3.113 52.245 不适用 减少 55.358 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32 0.336 0.777 -109.52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32 0.336 0.777 -10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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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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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仪电电子（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33.22 832,892,472 614,806,959 无

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95 650,636,181 650,636,181 无

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科技
投资有限公司 未知 6.18 154,991,178 154,991,178 未知

上海华谊（集团）公司 未知 2.47 62,015,692 62,015,692 未知

北京申安联合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0 50,113,625 质押 50,113,625

上海联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未知 1.12 28,196,314 28,196,314 未知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长安信托－长安投资
617 号证券投资单一资金信
托

未知 0.60 15,163,400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0.56 14,044,398 未知

吴春燕 未知 0.40 10,087,400 未知

杨琪 未知 0.32 8,137,70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仪电电子（集团）有限公司系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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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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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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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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8 月
17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1年 8月 27日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
召开地点为上海市桂林路 406号 1号楼 13楼会议室。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11名，实际参与表决
董事 11名。 会议由董事长李鑫先生主持，会议出席董事人数及召开会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二、审议通过《关于喜万年欧洲大区开展资产投资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全资子公司上海飞乐投资有限公司下属喜万年集团欧洲大区内四家子公司根据日常

生产、研发和经营所需，在未来的一年内以自有资金实施总金额约为 266.29 万欧元的资产投资项目，
并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本次投资涉及的合同及相关文件。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手册（2021年修订）》；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

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临 2021-058）
特此决议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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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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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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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2013 年修订）》的规定，现将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乐音响”、“本公司”、“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资金到账情况
公司于 2020年 8月 13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

限公司向上海仪电（集团） 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
1715 号），本公司向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及上海华谊
（集团）公司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其中向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定向增发 155,279,503 股人民币普通
股股票，向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定向增发 62,111,801 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向上
海华谊（集团）公司定向增发 31,055,900 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总共增发 248,447,204 股人民币普通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元，增发价格为 3.22元/股，总共募得配套资金人民币 799,999,996.88 元，扣除
承销费用（不含税金额）8,490,566.04 元后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791,509,430.84 元，已由主承销商国泰
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扣除独立财务顾问费、验资费、信息披露费用和股
份登记费等其他各项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费用人民币 26,392,248.38 元（不含税金额）后，公
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773,607,748.50元。 截止 2020年 9月 4日，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并
由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募集资金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报告文号为
众会字（2020）第 6998号《验资报告》。 公司依照规定对上述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管理，并与保荐机
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本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784,578,489.76 元， 其中， 以前年度使用

441,528,575.65元，本报告期使用 343,049,914.11元。 截至 2021年 6月 30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结存的余额为 21,143,121.89元人民币。 募集资金累计使用情况明细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1、募集资金总额 799,999,996.88

减：支付发行费用 27,150,000.00

减：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757,428,489.76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支出 5,721,614.77

2、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本报告期末结余 21,143,121.89

二、募集资金管理和存放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关于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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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为加强和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
益，切实保护公司和投资者利益，本公司制定了《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使用、投向变更、使用管理与监督等内容进行了明确规
定。

根据《管理办法》，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 本公司连同独立
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西
分行支行共同签订了《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前述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布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履
行相关信息披露工作，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二）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本公司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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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在

银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截止 2021年 6月 30日，本公司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2021年 6月 30日余额 备注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汇支行 03004254057 791,509,430.84 21,143,121.89 活期
存款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参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附表 1）。
（二）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情况
截止 2021年 6月 30日， 公司不存在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情况。
（三）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和效果
截止 2021年 6月 3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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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五）超募资金的使用情况
截止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的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止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已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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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规定（2013年修订）》的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本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
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31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80,000.00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4,304.9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8,457.8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
目， 含部
分 变 更
（如有）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1)

本报告
期投入
金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 额
(3)＝(2)-(1)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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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偿还银行
贷 款及支付
本次交易相
关的税费及中
介机构费用

无 80,000.
00

80,000.
00 不适用 34,304.

99
78,457.
85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适用

合计 80,000.
00

80,000.
00

34,304.
99

78,457.
85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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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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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本公告“2、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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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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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8 月
17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1年 8月 27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召开地点为上海市桂林路
406号 1号楼 13楼会议室。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5名，实际出席监事 5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顾文女
士主持，会议出席监事人数及召开会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
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二、审议通过《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手册（2021年修订）》；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

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临 2021-058）
特此公告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 8月 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