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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51                       证券简称：摩恩电气                  公告编号：2021-045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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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恩电气 股票代码 002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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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勰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江山路 2829 号  

电话 021-58979608  

电子信箱 zhangx@mornelectr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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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5,077,975.11 136,886,740.68 232.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4,159,260.22 -12,566,043.41 13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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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53,781.26 -14,704,568.40 103.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21,678,973.72 -6,927,842.52 -212.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95 -0.0286 133.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95 -0.0286 133.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9% -1.81%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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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0,236,953.67 1,227,443,543.13 3.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714,645,971.25 704,862,961.03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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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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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泽鸿 境内自然人 38.23% 167,896,000 0 质押 35,074,000 

上海融屏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78% 34,173,659 0 

冻结 34,173,659 

质押 33,921,303 

上海艾方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艾方金

科 1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5.05% 22,165,270 0   

上海恒基浦业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恒

基浦业节节高5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3.39% 14,879,988 0   

上海丰煜投资有限

公司－丰煜稳盈7号

私募投资基金 

其他 2.25% 9,892,000 0   

周迎迎 境内自然人 1.27% 5,588,984 0   

刘海云 境内自然人 0.95% 4,161,516 0   

问泽鑫 境内自然人 0.78% 3,440,000 0   

高美贤 境内自然人 0.47% 2,053,400 0   

李先华 境内自然人 0.42% 1,836,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1）问泽鸿先生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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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2）本公司股东问泽鑫是公司控股股东问泽鸿的哥哥。除以上情况

外，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中的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

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股东上海艾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艾方金科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

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2,165,270 股，合计持有 22,165,270 股。 

股东上海恒基浦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恒基浦业节节高5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266,088 股，通过万联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2,613,900 股，合计持有

14,879,988 股。 

股东李先华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611,800 股，通过申万宏源西部

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24,200 股，合计持有

1,836,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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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重大关联交易 

1、根据公司生产经营的需求，为提高公司及子公司融资效率及补充流动资金，公司于2021年4月16日

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及子公司向摩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恩控股”）

申请3亿元人民币借款额度，适时根据生产经营资金需求申请借款，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收利息，到期

归还借款本息，并授权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人士签署相关借款协议。借款额度有效期为2020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关联董事朱志兰女士、吕家国先生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

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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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了加快融资租赁业务资金回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公司于2021年5月7日

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将所持上海摩恩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恩租

赁”）99.3333%的股权以31,463.28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摩恩控股。本次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标的公司

股权。关联董事朱志兰女士、吕家国先生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2021年6

月30日，公司已收到全部转让款，公司转让摩恩租赁股权的事项已全部办理完毕，摩恩租赁不再纳入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 

3、根据公司业务发展战略和公司经营的实际情况，公司于2021年5月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公司自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将向关联公司摩恩控股采购铜原材料，采购

金额总计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关联董事朱志兰女士、吕家国先生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

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4、公司与全资子公司摩恩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恩电缆”）于2021年1月20日注册设立江苏

迅达电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迅达”或“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万元，其中，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9,500万元，占标的公司股本总额的95%；摩恩电缆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500

万元，占标的公司股本总额的5%。为促进江苏迅达未来业务发展，确保满足其正常运作所需资金要求，公

司于2021年5月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摩恩电缆及摩摩恩控股共同向江苏迅达

进行增资，增资金额为10,000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江苏迅达的股本总额将由10,000万元增加至20,000

万元，其中公司以现金出资认缴其新增股本200万元并放弃同比例优先认缴出资权，摩恩控股以现金出资

认缴其新增股本9,800万元。因此，公司持有的江苏迅达的股权比例将由95%下降至48.50%，摩恩电缆持有

的股权比例将由5%降至2.50%，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摩恩电缆合计持有江苏迅达持股比例降至51%，江苏迅

达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摩恩控股将持有江苏迅达49%的股权。关联董事朱志

兰女士、吕家国先生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临时公告名称 临时公告披露日

期 

临时公告披露网站索引 

关于2021年度向摩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借款暨关联交易

的公告 

2021年04月20日 巨潮资讯网：2021-015号公告 

关于转让上海摩恩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

易的公告 

2021年5月08日 巨潮资讯网：2021-027号公告 

关于转让上海摩恩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

易的进展公告 

2021年7月01日 巨潮资讯网：2021-038号公告 

关于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2021年5月08日 巨潮资讯网：2021-028号公告 

关于公司与关联方向全资子公司共同增资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 

2021年5月08日 巨潮资讯网：2021-029号公告 

 

https://xiaoan.in-hope.cn/affiche/details?id=660713b978e7491983150349dd4ae586
https://xiaoan.in-hope.cn/affiche/details?id=660713b978e7491983150349dd4ae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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