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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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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跨境 股票代码 002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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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红霞 王月娣

办公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滨河西路 51 号
摩天石 3#28F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滨河西路 51 号
摩天石 3#28F

电话 0351-5270116 0351-5270116

电子信箱 ir@kjtbao.com ir@kjtba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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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98,775,464.45 9,087,436,504.82 -38.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61,147,319.67 271,346,979.40 106.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4,709,505.29 264,133,473.73 -113.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02,752,590.32 110,197,398.79 -737.7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 0.17 111.7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 0.17 111.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55% 5.76% 2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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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34,858,371.44 6,242,274,309.13 -6.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26,953,868.94 1,213,521,212.89 7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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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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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建新 境内自然人 13.69% 213,360,500 160,020,375 质押 210,887,600
冻结 213,360,500

徐佳东 境内自然人 9.02% 140,511,555 133,412,411 质押 129,780,828
冻结 140,511,555

广州开发区新兴产
业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8.47% 132,000,000 质押 66,000,000 66,000,000

上海中平国瑀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上
海中平国璟并购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1.21% 18,790,000

周敏 境内自然人 0.80% 12,399,244 4,959,698
新余睿景企业管理
服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9% 12,335,000

武文强 境内自然人 0.78% 12,207,272
郑汉辉 境内自然人 0.71% 11,021,266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50% 7,800,45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0.44% 6,790,78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杨建新为新余睿景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新余睿景
90.62%的股权。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郑汉辉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021,236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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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30 股， 合计持有
11,021,2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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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无控股股东
变更日期 2021年 04月 30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解除表决权委托暨公
司控制权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49）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1年 04月 30日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无实际控制人
变更日期 2021年 04月 30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解除表决权委托暨公
司控制权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49）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1年 04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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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及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

股份方案的议案》。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公司拟以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以不超过人民币 2.88 元/股（含） 回购公司股份。 本次回购股份总数不低于
41,680,000股，不超过 83,360,000股，具体以回购期满实际回购数量为准。 本次回购后的股份将在披
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十二个月后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出售，并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
公告后三年内实施完成，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完成出售，未实施出售部分股份将履行相关程序
予以注销。 本次回购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3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21年 6月 23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报告书》（公告编
号：2021-089）。

2、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环球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
送达的（2021）粤 03破申 380号《通知书》，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以深圳环
球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深圳环球进行
破产清算。 截至本报告期末，申请人的申请是否被法院受理，深圳环球是否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尚存在
重大不确定性。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全资子公司被申请破产清算的提
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1-087）。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勇
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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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24 证券简称：三力士 公告编号：2021-51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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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力士 股票代码 00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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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磊 何磊

办公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柯岩街道余渚工
业园区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柯岩街道余渚工业
园区

电话 0575-84313688 0575-84313688

电子信箱 sanluxzqb@163.com sanluxzq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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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630,336.93 380,422,161.71 5.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1,998,566.13 82,745,738.39 -12.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91,490,129.63 78,040,108.66 17.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1,406,073.03 69,406,783.75 60.5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2 -1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2 -1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0% 3.58%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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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1,787,031.06 2,925,080,300.22 -0.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03,280,844.45 2,416,881,781.54 -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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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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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培生 境内自然人 31.54% 230,112,000 172,584,000 质押 109,000,000
吴琼瑛 境内自然人 2.59% 18,895,940 14,171,955
三力士股份有
限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

境内非 国有
法人 2.41% 17,593,335 0

吴兴荣 境内自然人 1.09% 7,978,363 0
吴水炎 境内自然人 0.80% 5,850,414 0
陈家春 境内自然人 0.74% 5,400,839 0
吴水源 境内自然人 0.67% 4,907,800 0
黄凯军 境内自然人 0.54% 3,920,252 0
陈柏忠 境内自然人 0.47% 3,440,722 0
李月琴 境内自然人 0.44% 3,21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吴培生和吴琼瑛为父女关系。 吴水炎和吴水源为兄弟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前 10名普通股东中吴兴荣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6,500,063 股，通过信用账户持
有公司股份 1,478,3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7,978,363 股；黄凯军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公司股份 2,920,051 股，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000,201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920,2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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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三力士股份
有限公司可
转换公司债
券

三力转债 128039 2018 年 06 月 08
日

2024 年 06 月 07
日 20,254.19

第一年 0.3%；
第二年 0.5%；
第三年 1.0%；
第四年 1.3%；
第五年 1.5%；
第六年 2.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17.03% 16.78%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7.43 14.78

三、重要事项
1、2021 年 2 月 20 日，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回购期限已经届满，回购股份方案已实施完毕，详见于

2021 年 2 月 23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股份回购完成暨股份变
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8）

2、报告期内，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监事会届满，公司于 2021年 3月 2日召开第六届第三十二次会
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换届相关事项，详见于 2021年 3月 3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1）、《关于监事会
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2）

3、公司于 2021年 3月 19日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七
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完成了董事会、监事会换届事项，聘任了高级管理人员等人员，详见于 2021 年
3 月 20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并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等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9）

4、报告期内，公司召开了 2020 年度股东大会、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
会议， 审议通过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及终止相关事项， 详见于 2021年 4月 28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及终止并将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3）

证券代码：002224 证券简称：三力士 公告编号：2021-051
债券代码：128039 债券简称：三力转债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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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8 月 16 日以

电话、电子邮件、书面文件等方式发出。
2.会议于 2021年 8月 30日 15:00以现场方式召开。
3.会议应出席监事 3人，实际出席监事 3人。
4.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沈国建先生主持。
5.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经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公司全体监事对《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签署了书面确认意见，保证公司所披露信息的

真实、准确、完整。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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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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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8月 31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2021年半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专项报告》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编制的《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专项报告》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如实反映了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8月 31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224 证券简称：三力士 公告编号：2021-050
债券代码：128039 债券简称：三力转债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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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8 月 16 日以

电话、电子邮件、书面文件等方式发出。
2.会议于 2021年 8月 30日 14: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3.会议应出席董事 7人，实际出席董事 7人。
4.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吴琼瑛女士主持，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2021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签署了书面确认意见，保证公

司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8月 31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2021年半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2.审议通过了《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专项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专项报告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8月 31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224 证券简称：三力士 公告编号：2021-053
债券代码：128039 债券简称：三力转债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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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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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三
力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8]285号）核准，公司于 2018年 6月 8号公开发行了 62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价
格为每张 100元，募集资金总额 62,000万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 1,563.40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60,436.60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于 2018 年 6 月 14 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18]第
ZF10523号《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2、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
截止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

明细 金额（元）

2020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238,640,557.36

减：2021年半年度使用 15,840,822.00

加：2021年半年度存款利息收入减支付的银行手续费 977,557.79

减：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23,777,293.15

2021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0.00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1、监管协议的签署及执行情况
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柯桥支行、保荐机构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及浙江三力士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保
荐机构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公司及浙江三力士智能装备制造有
限公司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越城支行、保荐机构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
四方监管协议》。

2、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有关规定要求制订了《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司董事会为本次募集资金批
准开设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柯桥支行专项账户、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专项专
户、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越城支行专项专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

鉴于“智能仓储配送中心建设项目”、“全自动控制系统项目”已经结项，“年产 150 台智能化无人
潜水器新建项目”已经终止，公司将上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进行销户处理，节余募集资金全部转入公
司基本户，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际使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人民币 15,840,822.00 元，具体情况

详见附表 1：《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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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五)对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对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1 年 4 月 27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及终止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同意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募投项目结项、终止，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22,377.73 万元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详见公司于 2021年 4月 28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及终止并
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3）。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
构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该事项于 2021年 5月 19日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七)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使用的情况。
(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止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募投项目已经结项、终止，募集资金专户已注销，节

余募集资金 22,377.73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九)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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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二)未达到计划进度及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未达到计划进度及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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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不存在问题。
六、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业经公司董事会于 2021年 8月 30日批准报出。
附表：1、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十日
附表 1：
公开发行可转债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60,436.60

本报告期投
入募集资金
总额

1,584.08

已累计投入
募集
资金总额

40,9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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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 告
期 投 入
金额

截 止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2)

截止期末投
入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
定
可使用状态
日期

本 报
告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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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产 150 台智能
化无人潜水器新建
项目

否 40,000.0
0 40,000.00 1,284.08 27,121.0

2 67.80% 2021 年 6
月 30日 0.00 否 是

2.智能仓储配送中
心建设项目 否 16,000.0

0 16,000.00 300.00 10,176.0
9 63.60% 2020 年 6

月 30日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3.全自动控制系统
项目 否 4,436.60 4,436.60 0.00 3,611.21 81.40% 2020 年 9

月 30日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60,436.6
0 60,436.60 1,584.08 40,908.3

2

合计 60,436.6
0 60,436.60 1,584.08 40,908.3

2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
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项目）

“年产 150台智能化无人潜水器新建项目”由于市场发生变化，行业竞争加剧，使得公司项目在实
际执行过程中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无法在计划时间内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以及获取有利的市
场份额和预期盈利水平。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由于市场发生变化，公司年产 150台智能化无人潜水器新建项目停止进一步投入，已经完成的厂
房用于出租及公司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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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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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金节余的金额及
原因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22,377.73万元。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主要原因系：
1、在保证项目顺利进展的前提下，公司充分利用现有技术优势和行业经验，优化项目的各个环
节，加强费用控制和管理；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本着节约、合理的原则，科学、审慎地使用募集资
金，并充分利用现有的生产布局及共用部分基础设施，节省了大量的前期工程建设费用；
2、公司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根据技术革新，对原有项目设计布局、工艺流程的改造等方面进行了优
化和改进，使采购成本得到有效控制，在设备选型上，多方比价，并充分发挥采购优势，节约了设
备购置支出；
3、公司合理利用闲置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获得了一定的理财收益，同时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产生
了一定的利息收入。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
金用途及去向

截止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募投项目已经结项、终止，节余募集资金 22,377.73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详见公司于 2021年 4月 28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
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及终止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3）。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
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不存在问题。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9年 10月 25日《关于核准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9]2009 号）的核准，本公司本次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8 亿元
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 6年。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800,000,000.00元，扣
除与发行相关的费用人民币 13,112,527.97元（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86,887,472.03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众会字(2020)第 1158
号”验证报告予以确认。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已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专户使用情况及 2021年 06月 30日余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2020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余额 11,195,402.01
减：本期已支付的发行费用 -
募集资金净额 11,195,402.01
减：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11,078,357.94
其中：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
使用超募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
归还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
本年度投入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 11,078,357.94
募集资金余额 117,044.07
加：利息收入和手续费支出净额 -49,081.03
2021年 06月 30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67,963.04

注：
1、 募集资金专户到账金额为 800,000,000.00元， 扣除本期已支付的发行费用 13,112,527.97 元，

募集资金净额为 786,887,472.03元。
2、 2020 年，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情况进行了鉴证，并于 2020 年 04 月 16 日出具了“众会字(2020)3599 号”《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2020 年度置换预先投入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463,796,671.32元。

3、 公司 2020年度累计使用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775,848,257.38 元（其中包含利息收
入扣减手续费等支出后净额 20,460.11 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463,796,671.32 元，年度投入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 312,051,586.06 元（其中包含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
等支出后净额 20,460.11元）。

4、 截至 2021 年 06 月 30 日，本年度投入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 11,078,357.94 元（其中包含利息
收入扣减手续费等支出后净额 39,516.59元）。

5、 截至 2021年 06月 30 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67,963.04 元(其中
包含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等支出后净额 47,129.63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在各银行账户存储情况
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有关规定制定了《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
存储管理制度。 公司设立 5个募集资金专户，截止 2021年 06月 30日，各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帐号 2021年 06月 30日募集
资金余额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榄支行 44050178040300001043 -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山市分行 20344209900100000389111 67,963.04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山市分行 20344209900100000384431 -

中国银行中山小榄支行营业部 649672804919 -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山市分行 20344209900100000387821 -

合计 67,963.04

注：
1、账号 649672804919已于 2020年 09月 27日在中国银行中山小榄支行营业部销户。
2、 账号 20344209900100000387821已于 2020年 09月 27日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山市分行销

户。
3、 账号 20344209900100000384431已于 2021年 04月 19日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山市分行销

户。
4、账号 44050178040300001043已于 2021年 05月 07日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榄支行

销户。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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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修订)》及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授权批准，公司于近日分别
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开户银行（以下简称“开户银行”）、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三方（或四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或四方）监
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80,00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 1,103.88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 79,997.91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

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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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
末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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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岭长 青 生
物 质热 电联
产 项目新 建
工程

否 12,000.00 12,000.00 0.00 12,000.00 100.00
%

2020.0
1.01 596.39 是 否

永城长 青 生
物 质能 源有
限 公司生 物
质 能热电 联
产工程

否 16,000.00 16,000.00 922.85 15,997.91 99.99% 2020.0
5.01 -719.63 否 否

蠡县热 电 联
产项目 否 28,000.00 28,000.00 184.98 28,000.00 100.00

%
2021.0
5.01 -208.74 否 否

补充流 动 资
金 否 24,000.00 24,000.00 0.00 24,000.00 100.00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 资 项
目小计 - 80,000.00 80,000.00 1,107.83 79,997.91 100.00

% - - - -

超募资 金 投
向
闲置募 集 资
金 暂时 补充
流动资金（如
有）

- - - - - - - - - -

归还银 行 贷
款（如有） - - - - - - - - - -

超募资 金 投
向小计 - - - - - - - - - -

合计 - 80,000.00 80,000.00 1,107.83 79,997.91 100.00
% - - - -

未达到 计 划
进 度或 预计
收 益的情 况
和原因（分具
体项目）

1.永城长青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于二季度因技改及例行检修，曾进行计划性停机，现已恢复正常生产；
收储燃料成本受当地天气变化及燃料竞争情况影响有所上升； 报告期内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计提的信
用减值损失增加；综合以上情况，该项目净利润未达预期效益。 2.蠡县热电联产项目受当期燃煤价格
上涨，燃料成本超出预期；园区客户受经济环境影响，蒸汽销售量未达预期；综合以上影响，该项目净
利润未达预期效益。

项目可 行 性
发 生重 大变
化 的情况 说
明

不适用

超募资 金 的
金额、用途及
使 用进展 情
况

不适用

募集资 金 投
资 项目 实施
地 点变更 情
况

不适用

募集资 金 投
资 项目 实施
方 式调整 情
况

不适用

募集资 金 投
资 项目 先期
投 入及置 换
情况

2020年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进
行了鉴证，并出具了“众会字(2020)3599号”《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2020年度置换预先投入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46,379.67万元。

用闲置 募 集
资 金暂 时补
充 流动资 金
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 募 集
资 金永 久性
补 充流动 资
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 施 出
现 募集 资金
结 余的金 额
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 用 的
募 集资 金用
途及去向

无

募集资 金 使
用 及披 露中
存 在的问 题
或其他情况

无存在问题及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不适用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21年半年度公司信息披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且募集资金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形。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08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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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长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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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青集团 股票代码 00261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何骏 苏慧仪

办公地址 广东省中山市小榄工业大道南 42号 广东省中山市小榄工业大道南 42号

电话 0760-22583660、89829007 0760-22583660、89829007

电子信箱 dmof@chantgroup.cn dmof@chantgroup.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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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2,553,873.87 1,214,138,707.79 -3.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8,302,190.21 146,389,922.92 -46.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73,358,074.62 146,138,933.67 -49.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1,465,560.54 -41,524,164.02 175.7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55 0.1973 -46.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55 0.2008 -47.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6% 5.91%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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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50,618,931.72 9,328,133,393.72 1.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85,358,753.41 2,748,183,074.13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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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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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启强 境内自然人 25.77% 191,213,800 143,410,350 质押 10,730,000

麦正辉 境内自然人 23.06% 171,101,000 128,325,750

# 中山市长青
新产业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
法人 11.97% 88,800,000 质押 34,750,000

广发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社
保基金四二零
组合

其他 2.25% 16,678,112

张蓐意 境内自然人 1.88% 13,920,000

郭妙波 境内自然人 1.60% 11,861,200

黄旺萍 境内自然人 1.35% 10,000,000

李苗颜 境内自然人 1.08% 8,000,000

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一六零四
一组合

其他 0.86% 6,405,547

汪向东 境内自然人 0.65% 4,796,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何启强、麦正辉是一致行动人，何启强、郭妙波是夫妻关系，新产业公司是
何启强、麦正辉控制的公司，黄旺萍是何启强女儿配偶的母亲。 除此之外，对于其他股
东，公司未知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截至报告期末， 股东中山市长青新产业有限公司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46,000,000股，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持有公司股份 42,800,000股，实际合计持有 88,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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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长集转债 长集转债 128105 2020 年 04 月 09
日

2026 年 04 月 08
日 79,953

第一年 0.40%，
第二年 0.60%，
第三年 1.00%，
第四年 1.50%，
第五年 1.80%，
第六年 2.0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71.54% 70.49%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2.59 3.5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制造业务的资产出售。从 2021年 2月 1日起，制造业务相关子公司不再纳入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营业收入不再包括燃气具制造业务收入。 公司主营业务从原来的燃气具制
造业务和环保热能业务，变更为单一的环保热能业务。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累计已收到交易对方海南建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支付本次交易对价款
项共 17634.73 万元，公司已按照《资产出售协议》的约定履行相关资产交割，被转让五家子公司中的
中山市创尔特智能家居科技有限公司、长青热能科技（中山）有限公司、中山市骏伟电器有限公司、长
青智慧生活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已完成股权等工商变更登记。

公司在报告期内其他重大事项详见《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六节。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启强
2021年 8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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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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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19
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于 2021年 8月 29日在公司以现场与通讯方式召
开。 本次会议应到会董事 5人，实际到会董事 5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何启强先生主
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21 年 8 月 31 日刊登于公司指定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二、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21 年 8 月 31 日刊登于公司指定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了独
立意见，具体详见 2021 年 8 月 31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议案》；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21 年 8 月 31 日刊登于指定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公告》。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8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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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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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29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和文件于 2021年 8月 19日以电话通知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
议应到监事 3名，实到监事 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高菁女士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规章和《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监事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21 年 8 月 31 日刊登于公司指定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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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

经查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和要求执行，募
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合法、合规，未发现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21 年 8 月 31 日刊登于公司指定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三、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议案》；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21 年 8 月 31 日刊登于指定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公告》。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 8月 29日

证券代码：002616 证券简称：长青集团 公告编号：2021-070
债券代码：128105 债券简称：长集转债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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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子公司滑县长青生物质能源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滑县生物质”）通知，该公司在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了部分事项的变更登记，并
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变更前：
法定代表人：张蓐意
变更后：
法定代表人：黄荣泰
除以上变更外，上述子公司营业执照其他登记事项未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9日

证券代码：002616 证券简称：长青集团 公告编号：2021-069
债券代码：128105 债券简称：长集转债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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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8 月 29 日，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议案》。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与实际业务情况，结合公司发展规划，公司对组织架构进行调整，将原集团技
术部与安健环部合并，成立集团技术与安健环部，以进一步优化公司治理，提升公司管理水平和运营
效率。 本次组织架构调整是对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

调整后的组织架构如下：

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8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