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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11                            证券简称：美力科技                           公告编号：2021-091 

债券代码：123097                            债券简称：美力转债 

浙江美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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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本次半年报均无异议。 

公司全体董事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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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力科技 股票代码 3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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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夏巍 梁钰琪 

办公地址 浙江绍兴新昌县新昌大道西路 1365 号 浙江绍兴新昌县新昌大道西路 1365 号 

电话 0575-86226808 0575-86226808 

电子信箱 xiawei.zhang@china-springs.com yuqi.liang@china-spring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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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012,787.87 250,368,409.89 48.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454,461.27 15,358,270.31 26.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9,276,832.11 12,776,735.24 50.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71,097.78 54,941,834.61 -97.1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9 22.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9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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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9% 2.45%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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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0,562,723.88 1,183,327,250.93 29.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95,049,881.99 653,128,920.80 21.7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2,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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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碧鸿 境内自然人 42.60% 76,230,400 57,172,800   

长江成长资本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59% 10,004,200 0   

章竹军 境内自然人 4.91% 8,782,200 0   

王光明 境内自然人 2.49% 4,461,800 0 质押 2,500,000 

浙江美力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2.24% 4,000,000 0   

京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1% 3,947,280 0   

俞爱香 境内自然人 1.17% 2,090,000 0   

广州力鼎恒益投资有限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8% 1,933,000 0   

朱彩娟 境内自然人 0.78% 1,400,000 0   

张晓蕾 境内自然人 0.44% 793,8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除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专户为公司设立外，上述股东中，章碧鸿为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章竹军为章碧鸿之弟，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章竹军为章碧鸿的一致行动人，除此之

外，公司未知前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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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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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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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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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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美力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可转换

公司债券 

美力转债 123097 2021 年 01 月 27 日 2027 年 01 月 26 日 19,88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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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6% 44.81% 

流动比率 205.61% 129.56% 

速动比率 162.08% 93.95%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6.03 6.4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19,276,832.11 12,776,735.24 

EBITDA 全部债务比 7.10% 9.96% 

利息保障倍数 3.17 3.13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0.18 7.94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三、重要事项 

    1、公司拟以现金增资和支付现金购买股权的形式取得北京大圆、江苏大圆各 70%的股权。公司已与北京大圆、江苏大

圆的股东大圆钢业签署了《投资意向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暨签署<投资意向协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28）。 

   2021 年 7 月 13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关于<浙江美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14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上述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相关的

议案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2、根据 2020 年 4 月 22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对北美美力有限公司进行清算注销的议案》，鉴于

MEILI NORTH AMERICA LTD.(北美美力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业务规模增长缓慢，且处于连续亏损状态，本公司拟将其

进行清算注销，截至 2021 年 06 月 30 日，注销手续已完成。 

3、为向本特勒集团等国际客户就近提供优质产品及服务，并带动向欧洲市场的出口业务，公司拟出资 20 万欧元，在德

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杜塞尔多夫，设立全资子公司美力（德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国美力）。该项境外投资，已经新

昌县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审核通过，并取得了浙江省商务厅颁发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德国美力的工商

注册手续已经办理完毕，正在进行银行账户开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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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为向公司及公司子公司提供优质的物流服务，降低物流成本，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9 日，注册成立了全资子公司浙江

绍兴美力物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00 万元，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该子公司尚处于筹备中，未正式开展业务。   

 

 

 

 

 

 

 

 

 

  浙江美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章碧鸿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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