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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855                            证券简称：图南股份                            公告编号：2021-067 

江苏图南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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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南股份 股票代码 300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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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捷 范路璐 

办公地址 江苏省丹阳市凤林大道 9 号 江苏省丹阳市凤林大道 9 号 

电话 0511-86165566 0511-86165566 

电子信箱 toland@toland-alloy.com toland@toland-allo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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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457,286.51 256,100,842.59 35.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9,300,059.59 39,753,388.22 124.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元） 
77,523,075.30 36,948,972.82 10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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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6,569,209.94 9,528,157.20 808.5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5 0.27 6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4 0.27 62.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09% 7.66%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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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3,167,924.18 1,108,370,199.34 5.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20,258,168.76 1,061,055,980.19 5.5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5,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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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柏方 境内自然人 27.84% 55,672,000 55,672,000   

陈建平 境内自然人 6.76% 13,515,000 13,515,000   

万金宜 境内自然人 5.30% 10,598,000 10,598,000   

陈杰 境内自然人 4.24% 8,485,000 8,485,000   

丹阳立松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94% 7,880,000 7,880,000   

上海盛宇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丹阳盛宇股

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其他 3.50% 7,000,000 7,000,000   

朱海忠 境内自然人 3.20% 6,400,000 6,400,000   

朱伟强 境内自然人 3.07% 6,130,000 6,13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易方达国防军工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80% 5,596,853 0   

薛庆平 境内自然人 2.26% 4,520,000 4,52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万金宜、万柏方系父子关系，双方为一致行动人； 

2、万金宜与薛庆平系翁婿关系； 

3、万柏方与薛庆平系郎舅关系； 

4、陈建平与陈杰系父子关系； 

5、朱伟强与朱海忠系兄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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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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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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并聘任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 

2021年1月12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

名的议案》、《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1月27日，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

产生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1月28日，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议案；1

月2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公司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1年1月13日、1月28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05）、《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6）、《关于选举产生第三届监事会职

工代表监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6）、《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9）、《关于完成

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0）、《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内审部负责人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23）等内容。 

2、参与投资设立基金暨关联交易事项： 

2021年1月1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21年1月28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

了《关于拟参与投资设立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拟与上海盛宇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他合伙人共11方，发

起设立丹阳盛宇鸿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盛宇鸿图”）。盛宇鸿图投资方向为向军工新材料、电子信

息新材料领域具有核心技术或渠道优势的高成长性科技型企业进行股权投资，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00万元，公司拟作为

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人民币4,000万元。 

目前，盛宇鸿图已完成工商登记手续并取得《营业执照》，已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1年1月13日、2月24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拟参与投资设立基金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3）、《关于参与投资设立基金暨关联交易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5）

等内容。 

3、股权激励计划： 

2021年2月2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议案，拟

以18.58元/股的授予价格向符合授予条件的31名激励对象授予268.00万股限制性股票。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授

予日起满12个月后分二期归属，每期归属的比例各为50%、50%。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归属安排、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归属安排 对应考核年度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归属期 2021年 

公司需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之一： 

1、以2020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1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15%； 

2、以2020年净利润为基数，2021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6%。 

第二个归属期 2022年 

公司需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之一： 

1、以2020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2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30%； 

2、以2020年净利润为基数，2022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32%。 

2021年3月16日，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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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2021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确定以2021年3月16日为授予日，向31名激励对象授予268.00万股第

二类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18.58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1年2月27日、3月9日、3月16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1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监事会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告编号：2021-040）、《关于向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

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5）等内容。 

4、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及部分建设内容事项： 

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3,300件复杂薄壁高温合金结构件建设项目”规划和建设布局的合理性，公司于2021年2

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年产3,300件复杂薄壁高温合

金结构件建设项目”实施地点及部分建设内容的议案》：项目实施具体用地变更为原规划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证为“苏（2020）

丹阳市不动产权第0019727号”）以及公司以自有资金新增购置的土地（毗邻现有厂区建筑，土地使用权证为“苏（2021）丹

阳市不动产权第0003243号”）；项目新建建筑面积变更为20,960平方米，较原规划新建建筑面积4,420平方米增加了16,540平

方米，增加建筑工程投资约2,700万元，占项目原投资总额比例10.46%，增加建筑工程投资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进行补足。

本次变更除实施地点和部分建设内容变更外，项目建设背景、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募集资金投资总额及经济效益预测仍与

公司前期披露的相关内容一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2月27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变更“年产3300件复杂薄壁高温合金结

构件建设项目”实施地点及部分建设内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6）等内容。 

 

 

 

江苏图南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万柏方 

2021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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