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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73                           证券简称：佛塑科技                           公告编号：2021-38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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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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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塑科技 股票代码 000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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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水秀 陆励 

办公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路 85 号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路 85 号 

电话 （0757）83988189 （0757）83988189 

电子信箱 dmb@fspg.com.cn dmb@fspg.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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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6,060,560.86 1,027,842,175.22 14.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6,622,144.90 30,032,935.56 121.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60,275,975.66 23,332,539.25 158.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2,129,912.41 161,964,147.79 -3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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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89 0.0310 122.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89 0.0310 122.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5% 1.27% 上升 1.48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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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7,830,021.16 3,898,195,924.45 0.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27,646,836.57 2,389,915,336.71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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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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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广新

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75% 258,760,512 0 - 0 

中央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46% 14,157,600 0 - 0 

张敬兵 境内自然人 0.79% 7,607,700 0 - 0 

曹仕美 境内自然人 0.53% 5,120,000 0 - 0 

焦峰 境内自然人 0.32% 3,080,000 0 - 0 

陈泽鹏 境内自然人 0.31% 3,016,893 0 - 0 

王小培 境内自然人 0.25% 2,450,700 0 - 0 

丁华根 境内自然人 0.22% 2,127,800 0 - 0 

卓辽志 境内自然人 0.22% 2,100,000 0 - 0 

陈伟玉 境内自然人 0.21% 2,063,304 0 -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控股股东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新控股集团）

与其他股东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未知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上述股东中，广新控股集团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58,760,512 股，通过融资融券投

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0 股；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

司股份 14,157,600 股，通过融资融券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0 股；张敬兵通过普

通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90,000 股，通过融资融券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7,517,700

股；曹仕美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0 股，通过融资融券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

份 5,120,000 股；焦峰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0 股，通过融资融券投资者信用账户持

有公司股份 3,080,000 股；陈泽鹏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72,200 股，通过融资融券

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944,693 股；王小培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450,700

股，通过融资融券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0 股；丁华根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

份 0 股，通过融资融券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 2,127,800 股；卓辽志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

股份 0 股，通过融资融券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100,000 股；陈伟玉通过普通账

户持有公司股份 53,600 股，通过融资融券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009,704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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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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重要事项 

（1）华韩公司投资建设高速节能婴用基材项目 

     2018年7月18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佛山华韩卫生材料有限公司投资

建设高速节能婴用基材项目的议案》。华韩公司投资建设高速节能婴用基材项目，主要生产低克重印刷透气薄膜，产品可用

于婴儿纸尿裤、妇女卫生用品、医疗防护用品等领域。项目总投资12,885.4万元，其中本公司投资金额2,369.33万元，按本项

目设备要求规划设计在本公司所属的佛山三水工业园建设厂房，建成后按市场化原则租赁给华韩公司使用；华韩公司投资

10,516.07万元，用于生产设备投资等。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新增低克重印刷透气薄膜4,800吨/年。（详见公司于2018年7月

19日披露的公告）。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主要生产设备已安装完毕并进行小批量试产。 

 

（2）佛山金智节能膜有限公司清算注销事项 

控股子公司佛山金智节能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智公司”）因经营状况不佳，经股东协商，拟进行清算注销，该事

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金智公司完成清算注销后，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具体情况详见

公司于2021年3月26日披露的《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佛山金智节能膜有限公司清算注销的公告》。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金智公司清算工作按计划推进中。 

 
（3）佛山纬业塑胶制品有限公司注销事项 

控股子公司佛山纬业塑胶制品有限公司因2021年2月经营期满，经股东协商，经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于2021年8

月3日完成工商注销登记手续，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事项没有对公司本年度生产经营和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4）佛山市易晟达科技有限公司清算注销事项 

控股子公司佛山市易晟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晟达公司”）因经营状况不佳，经股东协商，拟对易晟达公司进

行清算注销，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易晟达公司完成清算注销后，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具体情况详见同日披露的《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佛山市易晟达科技有限公司清算注销的公

告》。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唐强 

                                                                           

                                                                           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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