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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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劲刚 股票代码 30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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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一波 邹志锋 

办公地址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五金工业区博金路 6 号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五金工业区博金路 6 号 

电话 0757-66823006 0757-66823006 

电子信箱 investor@king-strong.com investor@king-stro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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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316,511.73 147,935,600.31 11.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3,713,570.46 34,102,060.77 28.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38,871,137.40 8,979,969.19 332.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350,075.44 18,342,216.13 -17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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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 0.28 17.8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 0.28 17.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4% 4.81%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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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4,834,425.86 1,158,677,348.25 2.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36,421,142.36 903,090,031.00 3.6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4,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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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刚 境内自然人 22.40% 29,456,454 5,414,114 质押 13,747,626 

雷炳秀 境内自然人 5.43% 7,136,559 7,136,559   

文俊 境内自然人 3.39% 4,463,406 1,115,852   

吴小伟 境内自然人 3.32% 4,370,008 1,092,502   

彭波 境内自然人 3.20% 4,211,500 1,052,875   

#谢东晖 境内自然人 1.98% 2,600,000 2,600,000   

胡四章 境内自然人 1.67% 2,195,556 784,000   

朱允来 境内自然人 1.66% 2,188,664 575,823   

王婧 境内自然人 1.58% 2,080,079 520,020   

张文 境内自然人 0.95% 1,246,074 445,38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雷炳秀女士与王刚先生为母子关系；雷炳秀女士与王婧女士为母女关系；

王刚先生与王婧女士为兄妹关系；彭波女士为王刚先生侄子的母亲。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股东，谢东晖先生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60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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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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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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转换公司债券 劲刚定转 124001 2019 年 12 月 03日 2025年 12月 02日 495.79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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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7% 22.06%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7.73 6.13 

三、重要事项 

2020年12月2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于2021年1月20日

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确定2021年1月20日为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以15.19元/股的授予价格向28名激励对象授予100万股限制性股票。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1年1月20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9）； 

2021年3月8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2021年3月30日召开了2021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续聘容诚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8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续聘容

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3）； 

2021年3月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相关信贷业务

额度的议案》，为了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需求，同意公司拟向相关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的综合授信及相关信

贷业务的额度，具体每笔授信及相关信贷业务额度最终以各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及相关信贷业务额度为准，各银行实际授信

及相关信贷业务额度可在总额度范围内进行调剂，在总额度内授权公司依据实际资金需求进行银行信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1年3月8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2021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相关信贷业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28）； 

2021年4月1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三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2018 年12 月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21 号——

租赁>的通知》（财会〔2018〕35 号）（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执行企业

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公司自2021

年1月1日起实施本准则，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14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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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30日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3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32）及2021年4

月29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5）； 

2021年6月2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

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为提高流动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资金，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的前提

下，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10亿元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风险等级不高于R3（中风险）

的理财产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22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8）。 

 

 

 

 

 

 

 

 

 

 

广东新劲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刚 

2021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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