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0146 公司简称：*ST环球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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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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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3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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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无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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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环球 600146 商赢环球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金松

电话 021-66223666*8102

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徐虹中路 8号 3楼

电子信箱 Jin.song@600146.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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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9,046,495.03 1,435,344,449.46 -6.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403,041,184.92 452,681,849.77 -10.97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5,723,989.31 10,776,384.78 138.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53,391,320.57 -59,350,655.62 -22.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3,357,126.04 -68,729,164.69 -22.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258,466.71 16,090,957.53 -92.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2.68 -6.99 减少 5.6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3 -15.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3 -1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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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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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赢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37 25,225,375 0 质押 25,225,375

旭森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40 16,000,000 0 质押 16,000,000

江苏彩浩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38 15,862,500 0 质押 15,862,500

南通琦艺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37 15,859,600 0 质押 15,859,600

福建天宝矿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6 6,842,600 0 未知

南通泓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5 6,817,846 0 质押 6,817,846

江苏隆明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8 6,471,307 0 质押 6,471,307

青岛盈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7 5,990,000 0 质押 5,990,000

俞元省 其他 1.21 5,700,000 0 无 0

刘开勤 其他 1.09 5,128,0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商赢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本的
5.37%，系公司第一大股东；杨军先生及其控制的商赢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旭森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旭森世纪投资有限公
司合计持有本公司总股本的 9.73%， 杨军先生为公司的实际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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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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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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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 17 次会议提前 10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
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2020年 8月 3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
会议由董事长金松先生主持，应参加董事 5名，实际参加董事 5名。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8月 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商

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31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 披露的《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公告编号：临-2021-110）。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8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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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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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 7 次会议提前 10 日以通讯方式发出
会议通知，于 2021年 8月 30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
议应参加监事 3名，实际参加监事 3名。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
法有效。

与会监事经认真审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根据《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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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要求，我们对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进
行了认真审核，并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1、《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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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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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
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2021 年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
项；

3、在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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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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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31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 披露的《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公告编号：临-2021-110）。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8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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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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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号———服装》的相关规定，现将商赢环
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告如下：

一、报告期内各品牌的盈利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品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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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DM 660.61 624.09 5.53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代工品牌 983.05 1,083.96 -10.27 6,197.59 994.80 上升 524.02个百分点

二、报告期内线上、线下销售渠道的盈利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销售渠道

2021年二季度 2020年二季度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

毛利率（%）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

毛利率（%）

占比（%） 占比（%）

线上销售 - - - -

线下销售 1,712.19 100 -42.97 71.19 100 -132.52

合计 1,712.19 100 -42.97 71.19 100 -132.52

说明：主要系环球星光 ODM业务及代工业务逐步恢复所致。
三、报告期内各地区的盈利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占比（%） 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减（%）

中国 51.09 2.98 不适用

美国 1,661.10 97.02 2,233.33

合计 1,712.19 100 2,305.10

特此公告。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8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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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的
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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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31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
于对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1】0518 号，以下
简称“《问询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6月 1 日披露的《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上
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2021-065）。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积极组织相关部门对《问询函》中所述问题进行逐项落实和回复，
鉴于本次《问询函》涉及内容较多，相关工作量大，为确保回复内容的准确与完整，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6月 8日、2021年 6月 12日、2021年 6月 22 日、2021 年 6 月 29 日、2021 年 7 月 6 日、2021 年 7 月 13
日、2021 年 7 月 20 日、2021 年 7 月 27 日、2021 年 8 月 3 日、2021 年 8 月 10 日、2021 年 8 月 17 日、
2021年 8月 24日发布的《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
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1-066）、《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关
于对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1-
072）、《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
管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1-073）、《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商赢环球股份
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1-077）、《关于延期回
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1-080）、《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
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1-084）、《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21-088）、《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
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1-092）、《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商赢环
球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1-097）、《关于
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
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1-099）、《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103）、《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
交易所＜关于对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1-106）。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问询函》回复内容已完成初稿并进入逐项落实阶段，为确保回复的准确与完
整，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再次申请延期不超过 5个交易日回复问询函并披露。 延期回复期间，公司
将继续协调组织相关各方推进《问询函》回复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8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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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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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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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公告【2012】44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修订）》等有关规定，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董事会编制了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止的《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与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091 号文《关于核准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的核准，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69,970,000股。 本次发行
的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810,387,700.00元，扣除发行相关费用后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740,330,477.87元。以上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于 2016年 9月 28日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中兴财光华审验字（2016）第 104002号《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结余情况
2016年使用募集资金 1,508,000,000.00元（含补充流动资金），2016 年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

的净额）3,133,495.49 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收益 263,013.70 元，期末未到期
以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余额 970,000,000.00元，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
专户余额 265,726,987.06元。

2017年使用募集资金 494,597,937.23 元，2017 年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7,407,484.00
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收益 32,753,995.12 元,期末未到期以暂时闲置的募集
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余额 757,000,000.00 元，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24,290,528.95元。

2018 年度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584,274,991.95 元，其中 2018 年度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
额）2,183,309.23元，以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收益 13,492,511.24 元，期末未到期以
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余额 50,000,000.00 元， 以闲置募集资金借款子公司补充流动资金
145,000,000元，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7,691,357.47元。

2019 年度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213,078,884.29 元，其中 2019 年度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
额）16,456.76 元，以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收益 428,493.15 元，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57,423.09元。

2020 年度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19,536,409.73 元， 原采购交易终止收回补流募集资金账户
19,528,125.00 元（备注）；2020 年度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394.32 元，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49,532.68元。

备注：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烨歆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烨歆贸易”）于 2018 年 12 月与上海优
料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订《采购协议》，向上海优料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采购的新型 3D 羽绒面料，
本次采购全额支付款项 3,819.69万元，该笔资金为募集资金流动资金。 但由于上海优料宝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延缓交货，经公司与对方多次协商后，子公司烨歆贸易于 2019 年 12 月将 3,819.69 万元收回，
之后公司将其作为自有资金使用 。 2020 年 3 月 18 日 ， 公司由中国工商银行一般账户
1001320619100005327账户将募集资金人民币 19,528,125.00 元偿还至中国工商银行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 1001320629000034025。

2021年半年度公司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491.49元；2021年半年度公司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
的净额）0.04元，截止 2021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49,041.03元。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根据《公司

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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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监督等方
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2016年 10月 13日，公司和保荐机构兴业证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陆家嘴支行、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奉贤支行、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
在重大差异。

2017年 1月 16日，公司与大连创元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创元”）、兴业证券及哈尔滨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马栏广场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协议内容与上海证
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2017年 3月 13日，公司与商赢体育发展（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赢体育”）、兴业证券及浙
江民泰银行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协议内
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2017年 4月 11日，公司与上海烨歆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烨歆贸易”）、兴业证券及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陆家嘴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
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2018年 4月 17日，公司与 Star Ace Asia Limited（以下简称“Star Ace”）、兴业证券及厦门国际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2018年 6月 20日，公司与商赢智能健身（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赢智能健身”）、兴业证券
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
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2018年 10月 16日，公司与兴业证券及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世博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三方监管协议》。 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
异。

截至 2021年 06月 30日，上述监管协议得到有效执行。
（二）募集资金专户储蓄情况
截止 2021年 06月 30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49,041.03元，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名称 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金额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建行上海奉贤支行 31050182360000000854 专用账户 22.76

Star�Ace�Asia�Limited 厦门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分行 8032250000000069 专用账户 49,018.27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工行上海世博支行 1001320629000034025 专用账户 0.00

合计 49,041.03

注：Star Ace Asia Limited在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的账户为美金账户，截止 2021

年 06月 30日的账户余额为 7,587.85美元，以 2021年 06月 30 日美元对人民币汇率 1：6.4601 折算成
人民币约为 49,018.27元。 公司在中国工行上海世博支行的募集资金账户 1001320629000034025内资
金已使用完毕，截至目前，账户尚未注销。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21年 06月 30日，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前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三）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2016年 10月 17日，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43次临时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 26 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2 亿
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销售
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投资单笔理财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在上述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董事长具体
负责办理实施和签署相关文件，在授权有效期内该资金额度可滚动使用，授权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2016年 11月 2日，公司召开 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商赢环
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2017年 10月 12日，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6次临时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 6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9
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销
售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投资单笔理财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在上述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董事长具
体负责办理实施和签署相关文件，在授权有效期内该资金额度可滚动使用，授权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2017年 10月 31日，公司召开 2017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2018 年 4 月 25 日，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18 次临时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 14 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4 亿
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且该投资产
品不得用于质押。投资单笔理财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在上述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董事长具体负
责办理实施和签署相关文件，在授权有效期内该资金额度可滚动使用，授权期限自公司 2017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8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2018年 5月 16日，公司召开 2017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2019年 4 月 28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38 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 26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的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且该投资产品不得用于
质押。投资单笔理财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在上述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董事长具体负责办理实施
和签署相关文件，在授权有效期内该资金额度可滚动使用，授权期限自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 2019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2019年 6月 24日，公司召开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本报告期内，公司尚未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实施内容变更情况
1、2016 年 10 月 28 日、2016 年 11 月 14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 44 次临时会议及

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补充流动资
金项目募集资金使用实施方式的议案》， 同意变更部分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募集资金总计人民币 8,800
万元的使用实施方式，变更后的用途为：（1）偿还公司全资子公司大连创元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大连创元”）银行贷款人民币 800万元，实施主体为大连创元；（2）以借款形式提供大连创元用于在建
工程项目资金人民币 5,000万元，实施主体为大连创元。（3）对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烨歆贸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烨歆贸易”）进行注资实缴人民币 2,000万元，实施主体为烨歆贸易；（4）对公司参股子公司
上海商赢乐点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进行注资实缴人民币 1,000万元，实施主体为公司。

2、2017 年 1 月 20 日、2017 年 2 月 3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 49 次临时会议及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募
集资金使用实施方式的议案》， 同意变更部分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募集资金总计人民币 5,000 万元用于
向公司全资子公司商赢体育发展（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赢体育”，注：现公司持有商赢体育
65%的股权）增资，其中人民币 2,000 万元用于购买上海恒昆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20%的股权；人民币
3,000万元用于商赢健身房连锁店项目，实施主体为商赢体育。

3、公司于 2018年 2月 13日、2018年 3月 1日分别召开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13 次临时会议及
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关于
提前确认并结算 Oneworld Star Holdings Limited 和罗永斌先生对环球星光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承诺期
第一年业绩承诺补偿款的议案》及《关于＜资产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罗永斌方同意提前确认
并结算环球星光承诺期第一年的业绩承诺未完成数额， 即现金补偿金额人民币 185,037,595.67 元，该
笔金额扣除后应视为公司已经向罗永斌方支付了相应金额的第二期收购对价。 罗永斌方同意并确认
承诺期后续第二年和第三年内，即便环球星光超额完成对应期间的业绩承诺金额的，罗永斌方也不会
要求返还上述已经确认结算的补偿款（即若环球星光业绩超额完成，上述已经收到的补偿款后续亦无
需归还）。

由此，公司将罗永斌方的业绩承诺补偿兑现的款项 185,037,595.67元人民币由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中转出至公司账户，作为公司自有资金。 该笔款项应视为公司已经向罗永斌方支付了第二期收购对价
中的 185,037,595.67元人民币，同时应视为罗永斌方已向公司支付业绩补偿款 185,037,595.67 元人民
币。

4、2018 年 2 月 13 日、2018 年 3 月 1 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 13 次临时会议及 2018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关于向控股子公司
提供借款或增资的议案》，同意变更“环球星光美国物流基地项目”和“环球星光品牌推广项目”的募集
资金共计人民币 22,300万元的用途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控股子公司环球星光全资子公司 Star Ace Asia
Limited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5、2018年 4月 25日、2018年 5 月 16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 18 次会议及 2017 年年
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同意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商赢健身房连锁店项目”的实施主体由商赢体育变更为其全资子公司商赢智能健身（上
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赢智能健身”），该项目剩余的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28,983,570.23 元（包
含理财收益及其相应利息）全部转入商赢智能健身新开设的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6、2018年 8月 24日、2018年 9 月 12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 23 次会议及 2018 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环球星光国
际控股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同意变更“收购环球星光的 95%股权”项目的部分
募集资金用途总计人民币 28,496.24万元及其相应利息，变更后的用途为：（1）采取借款形式将人民币
13,000万元投入公司控股子公司环球星光下属全资子公司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2）剩
余款项人民币 15,496.24万元及其相应利息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以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详见附件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1、 本次非公开收购项目环球星光的业绩承诺方承诺自收购完成交割之日起连续 12 个月、 第 13

个月-24个月、第 25月-36个月，环球星光对应的合并报表口径下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环球
星光的净利润（包括环球星光在未来可能进行的收购后所产生的净利润）应分别不低于 6,220 万美元、
8,460万美元、11,870万美元。 承诺期内环球星光未达到业绩承诺且后期产生较大亏损，环球星光未达
到预计收益的情况和主要原因如下：

1）客户流失导致业绩大幅下滑。 2)受零售业大环境影响美国子公司部分高端人才流失，影响环球
星光业绩下滑。 3)美国传统零售业受电商冲击影响，传统零售巨头面临关店潮，业务量持续下降。 4)因
业绩下滑短期内难以改变，造成无形资产及商誉减值。5)因未能及时出售变现造成存货积压贬值、因经
营状况不佳及业绩下滑，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收款困难造成减值。

2、公司全资子公司烨歆贸易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与上海优料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订《采购协
议》， 向上海优料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采购的新型 3D羽绒面料， 本次采购全额支付款项 3,819.69 万
元，该笔资金为募集资金流动资金。 但由于上海优料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延缓交货，经公司与对方多
次协商后，子公司上海烨歆贸易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将 3,819.69 万元收回，之后公司将其作为自
有资金使用。 2020年 3月 18日，公司由中国工商银行一般账户 1001320619100005327 账户将募集资
金人民币 19,528,125.00元偿还至中国工商银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1001320629000034025。

3、公司子公司大连创元新材料有限公司实施的募投项目“子公司大连创元在建工程项目”的建设
进度不达预期，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但工程尚未验收。

4、环球星光全资子公司 Star Ace和 Orient Gate 偿还贷款和流动资金项目（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该项目资金 13,000万元于 2018年 9月 12日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因外汇管理等因素影响未能
实施，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超过 2 年未实施；后上市公司用该募集资金项目用于偿付商赢盛世电商
的借款以及支付上市公司流动运营资金 200万元，与此前审议的使用主体不一致。

5、由于公司未能按期偿还上海通允企业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上海通允”）向公司支付的 2020 年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认购保证金人民币 2,375 万元（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已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终止），上海通允向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导致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世博支
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奉贤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账户资金被冻结，并向司法机关申请财
产保全。

因涉及上述诉讼事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世博支行募集资金账户 1001320629000034025
于 2020年 9月 21日被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执行扣划 7,832,091.43元、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奉贤支行募集资金账户 31050182360000000854 于 2020 年 9 月 27 日被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执行扣划 4,900元，扣划合计金额为人民币 7,836,991.43元。

（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截至 2021年 06月 30日，本公司不存在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七）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20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 28 次临时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 21 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公司全资子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根据
公司全资子公司【商赢文化传播（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赢文化公司”）、上海技邑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技邑教育公司”）、上海商赢盛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赢盛世资产公司”）、
商赢盛世电子商务（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赢盛世电商公司”）】（以上合称“公司四家全资子公
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情况，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支持公司四
家全资子公司的业务发展需要，公司董事会同意在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资金需要的前提下，使用公司
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27,000 万元为公司四家全资子公司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其
中商赢文化公司不超过人民币 4,000 万元、技邑教育公司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商赢盛世资产公
司不超过人民币 5,000万元、商赢盛世电商公司不超过人民币 13,000万元。 本次以部分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临时补充公司四家全资子公司流动资金将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经营活动， 使用期限为自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2019年 11月， 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19,5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使用期限未超过 12个月。 其中 2019年 11月 8 日子公司技邑教育公司和商赢盛世资产公司以外
部借款的方式分别将 5,000万元和 1,500万元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流动资金项目），而后公司以
募集资金（流动资金项目） 支付偿还该上述借款。 2019年 11月 20日子公司商赢盛世电商公司归还
13,000 万元（其中包含对外借款 12,800 万元周转资金，200 万元为自有资金）资金到公司募集资金专
户，而后公司用该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偿还上述借款以及支付公司流动运营资金。 而后公司于
2019年 11月 21日发布《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到期
归还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107）。

本报告期内，公司未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详见附件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1、公司全资子公司烨歆贸易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与上海优料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订《采购协

议》， 向上海优料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采购的新型 3D羽绒面料， 本次采购全额支付款项 3,819.69 万
元，该笔资金为募集资金流动资金。 但由于上海优料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延缓交货，经公司与对方多
次协商后，子公司上海烨歆贸易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将 3,819.69 万元收回，该笔采购退回资金为
募集资金流动资金，但上市公司收到该笔采购退回资金后未归还至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专户，作为
自有资金直接对外使用。

2020年 3月 18日，上市公司由中国工商银行一般账户 1001320619100005327 账户将募集资金人
民币 19,528,125.00元归还至中国工商银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1001320629000034025； 截至目前该笔
采购退还款尚未全额归还募集资金专户。

2、上市公司子公司大连创元新材料有限公司实施的募投项目“子公司大连创元在建工程项目”的
建设进度不达预期，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但工程尚未验收。 截至目前，部分建筑工程已转为固定资产，
但尚未完成整体验收。

3、环球星光全资子公司 Star Ace公司和 Orient Gate 公司偿还贷款和流动资金项目（补充流动资
金项目） 合计资金人民币 13,000万元于 2018年 9月 12日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因外汇管理等
因素影响未能实施，至 2020年 12月 31日超过 2年未实施。 2018年 11月 20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28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公司全资子公司流动资金的议
案》， 将该项目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以借款形式补充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商赢盛世电商的流动资金。
2019年 11月公司用该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偿还商赢盛世电商的借款以及支付公司流动运营资
金，存在使用主体不一致情形。

4、由于公司未能按期偿还上海通允企业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上海通允”）向公司支付的 2020 年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认购保证金人民币 2,375 万元（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已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终止），上海通允向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导致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世博支
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奉贤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账户资金被冻结，并向司法机关申请财
产保全。

因涉及上述诉讼事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世博支行募集资金账户 1001320629000034025
于 2020年 9月 21日被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执行扣划 7,832,091.43元、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奉贤支行募集资金账户 31050182360000000854 于 2020 年 9 月 27 日被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执行扣划 4,900元，扣划合计金额为人民币 7,836,991.43元。

除上述问题外，公司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以及相关信息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
况。

特此公告。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8月 31日

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附件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74,033.05 本年度投
入募集资
金总额

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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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596.24 已累计投

入募集资
金总额

279,995.87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比例 23.57%

承诺投资项
目和超募资
金投向

已变更
项目

（含部
分变
更）

募集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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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计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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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购环球星
光的 95%股
权

是 188,00
0.00

159,503.
76

159,503.
76 100 -2,573.57 否 否

环球星光品
牌推广项目 是 10,000.

00 不适用

环球星光美
国物流基地
项目

是 12,300.
00 不适用

补充流动资
金 是 63,733.

05
49,933.0

5
68,900.7

7 137.99 不适用

承诺投资项
目

小计 274,03
3.05

209,436.
81

228,404.
53

募资资金投
向.

1.

.....

归还银行贷
款（如有）

补充流动资
金（如有）

.....

募资资金投
向小计

合计

未达到计划
进度或预计
收益的情况
和原因（分
具体项目）

1、客户流失导致业绩大幅下滑
2、受零售业大环境影响美国子公司部分高端人才流失，影响环球星光业绩下滑。
3、美国传统零售业受电商冲击影响，传统零售巨头面临关店潮，业务量持续下降。
4、因业绩下滑短期内难以改变，造成无形资产及商誉减值
5、因经营状况不佳，造成存货、应收账款减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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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以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收益及利息收入共计 5,967.98万元，已使用 5,967.72万
元；

因外汇管理等因素影响未能实施境对外子公司借款，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施
地点变更情
况

详见报告三（四）

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施
方式调整情
况

详见报告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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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报告三（七）

项目实施出
现募集资金
结余的金额
及原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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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报告四

附件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 应 的
原 承 诺
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1）

本年度
实际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
际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累
计投资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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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 更 后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烨歆注资款 补 充 流
动资金 2,000.00 2,000.00 100.00 不 适

用 否

偿还大连创元新材
料有限公司借款

补 充 流
动资金 800.00 800.00 100.00 不 适

用 否

上海商赢乐点互联
网金融信息服务有
限公司进行注资

补 充 流
动资金 1,000.00 1,000.00 100.00 不 适

用 否

投入子公司大连创
元在建工程项目

补 充 流
动资金 5,000.00 5,000.00 100.00 不 适

用 否

商赢体育发展（上
海） 有限公司购买
上海恒昆体育发展
有限公司 20%股权

补 充 流
动资金 2,000.00 2,000.00 100.00 不 适

用 否

商赢体育发展（上
海） 有限公司投资
商赢健身房连锁店
项目

补 充 流
动资金 3,000.00 3,000.00 100.00 不 适

用 否

借 款 给 Star�� Ace��
Asia��Limited

环 球 星
光 美 国
物 流 基
地

12,300.00 12,300.00 100.00 不 适
用 否

借 款 给 Star�� Ace��
Asia��Limited

环 球 星
光 品 牌
推 广 项
目

10,000.00 0.05 9,995.10 99.95 不 适
用 否

借款给 Star�Ace 和
Orient�Gate 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及偿还
银行贷款

收 购 环
球 星 光
的 95%
股权

13,000.00 0.00 0.00 不 适
用 否

补充上市公司流动
资金

收 购 环
球 星 光
的 95%
股权

15,496.24 15,496.24 100.00 不 适
用 否

合计 - 64,596.24 0.05 51,591.34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详见报告三（四）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详见报告三（五）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原采购交易终止退回补流募集资金账户人民币
1,952.81万元

注：“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注 1：投资项目承诺效益各年度不同的，应分年度披露。
注 2：截止日投资项目累计产能利用率是指投资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至截止日期间，投资项

目的实际产量与设计产能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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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相关方业绩
补偿未完成事项的监管工作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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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1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
于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相关方业绩补偿未完成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1】0641 号，以下
简称“《监管工作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6月 22日披露的《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
于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相关方业绩补偿未完成事项的监管工作函＞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1-
076）。

公司收到《监管工作函》后高度重视，并对《监管工作函》中涉及的问题向相关方进行告知并督促
回复。 鉴于本次《监管工作函》涉及内容较多，相关方工作量大，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2 日、2021 年 7 月
6日、2021 年 7 月 13 日、2021 年 7 月 20 日、2021 年 7 月 27 日、2021 年 8 月 3 日、2021 年 8 月 10 日、
2021年 8月 17日、2021年 8月 24日发布《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
司相关方业绩补偿未完成事项的监管工作函＞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79）、《关于延期回复上海
证券交易所＜关于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相关方业绩补偿未完成事项的监管工作函＞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2021-081）、《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相关方业绩补偿未完
成事项的监管工作函＞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1-085）、《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商赢
环球股份有限公司相关方业绩补偿未完成事项的监管工作函＞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89）、《关
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相关方业绩补偿未完成事项的监管工作函＞
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93）、《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相关
方业绩补偿未完成事项的监管工作函＞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98）、《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
易所＜关于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相关方业绩补偿未完成事项的监管工作函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21-100）、《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相关方业绩补偿未完成事项
的监管工作函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104）、《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商赢环球股份
有限公司相关方业绩补偿未完成事项的监管工作函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107）。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其全体董监高本着对公司及中小投资者负责的态度积极落实业绩补
偿相关情况，目前业绩补偿方正与公司进行积极协商洽谈，为保证回复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公司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再次申请延期不超过 5个交易日回复并披露。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8月 31日

证券代码：688286 证券简称：敏芯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9

苏州敏芯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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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获得政府补助的基本情况
苏州敏芯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昆山灵科传感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山灵科”）、苏州德斯倍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斯倍”）和控股子公司苏州芯仪微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芯仪微”）自 2021年 1月 1日至本公告披露日，累计获得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款项共计人民币 4,293,360.28元，具体明细如下（单笔 100,000元及以下，合并计入“其他”）：
序号 收款单位 补助内容 补助金额 补助依据

1 敏芯股份 苏州市 2020年度第三十批科技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补贴 210,000.00 关于下达苏州市 2017年度第十一批科技发展计划项目及经费的通知（苏科资〔2017〕
191号）

2 敏芯股份 集成电路流片及 IP购买补贴 155,262.41 苏州工业园区关于进一步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实施办法（苏园管〔2019〕5号）

3 敏芯股份 苏财工（2021）22号苏州市级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补贴款 1,400,000.00 2020年度苏州市市级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专项资金拟扶持项目(苏财工〔2021〕22号)

4 敏芯股份 上市奖励 1,600,000.00 关于印发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相关奖励政策申报指引的通知（苏金管
发〔2020〕50号）

5 敏芯股份 省级研发机构认定奖励 250,000.00 关于对 2020年度拟新建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公示

6 昆山灵科 2020年高企申报开发区奖励 450,000.00 关于下达昆山市 2020年度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入库企业奖励的通知

11 其他 / 228,097.87 /

合计 4,293,360.28 /
二、政府补助的类型及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上述获得的政府补助均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上述政府补助未经审计，具体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 2021年度损益的影响，最终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

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敏芯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31日

证券代码：603517 证券简称：绝味食品 公告编号：2021-065

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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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二十四号—食品制造》第二十四条规定，现将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半年度
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告如下：

一、 报告期经营情况
2021年 1-6 月营业收入为 3,143,733,939.99 元，其中主营业务收入为 3,055,883,141.94 元,占营业

收入 97.21%；其他业务收入为 87,850,798.05元，占营业收入 2.79%。
(1).主营业务收入分产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分产品 金额 占比
鲜货类产品 2,830,141,153.53 92.61%
其中：禽类制品 2,173,283,514.62 71.12%
其中：畜类产品 37,061,554.83 1.21%
其中：蔬菜产品 305,807,373.19 10.01%
其中：其他产品 313,988,710.89 10.27%
包装产品 68,881,834.97 2.25%
加盟商管理 33,246,948.93 1.09%
其他 123,613,204.51 4.05%
主营业务收入小计 3,055,883,141.94 100.00%

(2).主营业务收入分渠道：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分行业 金额 占比
卤制食品销售 2,899,022,988.50 94.87%
加盟商管理 33,246,948.93 1.09%
其他 123,613,204.51 4.05%
主营业务收入小计 3,055,883,141.94 100.00%

(3).主营业务收入分地区：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分地区 金额 占比
西南地区 473,214,695.06 15.49%
西北地区 14,628,206.73 0.48%
华中地区 825,684,598.35 27.02%
华南地区 667,075,615.79 21.83%
华东地区 661,022,074.89 21.63%
华北地区 362,551,125.29 11.86%
新加坡、港澳市场 51,706,825.83 1.69%
主营业务收入小计 3,055,883,141.94 100.00%

二、 报告期经销商变动情况：
公司无经销商
三、 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无
特此公告。
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8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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