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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885                           证券简称：海昌新材                           公告编号：2021-037 

扬州海昌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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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周光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许卫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许卫红声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

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报告中所涉及未来的经营计划和经营目标，并不代表公司的盈利预测，也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能否实现

取决于市场状况变化等多种因素，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在本报告“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中

“十、公司面临的风险和应对措施”部分，描述了公司未来经营中可能面临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查阅。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海昌新材 股票代码 30088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佘小俊  

办公地址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维扬经济开发区新甘

泉西路 71 号 
 

电话 0514-85826165  

电子信箱 stanley.she@seashinep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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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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938,066.94 80,834,011.09 99.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9,046,123.53 23,758,245.63 106.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42,514,201.31 22,518,365.27 88.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394,598.90 32,105,279.32 -20.9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331 0.3960 34.6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331 0.3960 34.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99% 7.59%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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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4,256,878.97 741,768,799.03 1.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96,665,084.07 707,618,960.54 -1.55%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60,938,066.94  80,834,011.09 99.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9,046,123.53  23,758,245.63 106.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42,514,201.31  22,518,365.27 88.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394,598.90  32,105,279.32 -20.9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331  0.3960 34.6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331  0.3960 34.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99%  7.59% -0.6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754,256,878.97  741,768,799.03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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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96,665,084.07  707,618,960.54 -1.5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5,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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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光荣 境内自然人 43.00% 65,360,000 65,360,000  0 

徐晓玉 境内自然人 12.50% 19,000,000 19,000,000  0 

扬州海昌协力

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50% 11,400,000 11,400,000  0 

桐乡海富股权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75% 10,260,000 10,260,000  0 

张君 境内自然人 4.50% 6,840,000 6,840,000  0 

周广华 境内自然人 0.75% 1,140,000 1,140,000  0 

杨晓 境内自然人 0.18% 273,410   0 

张晓彤 境内自然人 0.16% 250,000   0 

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13% 201,753   0 

王铨 境内自然人 0.13% 200,73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周光荣、徐晓玉系夫妻关系；周光荣系扬州海昌协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周光荣系周广华胞兄；张君系桐乡海富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公司股东张晓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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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25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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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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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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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重要事项 

1、报告期内公司相继引进徐继平、丁伟高层次行业人才，分别担任总经理、副总经理职务； 

2、2021年6月2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同意补选徐继平为公司董事； 

3、2021年6月9日公司进行了权益分配，每10股派7.5元人民币，以股票发行溢价形成的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9股，权益分

配实施完毕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15200万元，并已完成了工商备案登记工作； 

4、2021年6月15日公司将办公场所搬迁至新办公楼，办公地址变更为扬州市邗江区维扬经济开发区新甘泉西路71号，注册地

不变。 

5、2021 年 5 月 17 日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实施

全资子公司项目的议案》，会议决议通过公司拟使用 5000 万闲置超募资金投入全资子公司江苏扬州海荣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新建粉末冶金制品项目”，此项议案最终由 2021年 6月 2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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