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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62                               证券简称：巴安水务                           公告编号：2021-118 

上海巴安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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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安水务 股票代码 300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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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春霖 刘进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章练塘路 666 号 上海市青浦区章练塘路 666 号 

电话 021-32020653 021-32020653 

电子信箱 ir@safbon.com ir@safb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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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046,446.61 487,784,474.01 -49.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6,845,910.43 15,553,768.96 -272.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26,469,126.65 15,885,835.20 -266.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2,116,671.31 46,115,105.78 7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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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2 -3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2 -3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6% 0.66%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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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1,708,910.32 5,307,623,143.11 -1.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25,394,996.06 1,853,143,533.38 -1.5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25,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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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春霖 境内自然人 29.72% 199,024,376 199,024,375 
质押 131,039,726 

冻结 82,422,565 

山东高创建

设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91% 66,341,458 0   

广东联塑科

技实业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79% 45,509,708 0   

安徽省铁路

发展基金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5% 5,718,880 0   

范静 境内自然人 0.82% 5,474,700 0   

王秋生 境内自然人 0.79% 5,303,725 0   

胡光 境内自然人 0.73% 4,861,160 0   

张青 境内自然人 0.58% 3,860,697 0   

刘运华 境内自然人 0.57% 3,797,903 0   

孙幸康 境内自然人 0.55% 3,700,05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其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股东刘运华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3,797,903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2,475,803 股；

股东洪深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2,81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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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无 

变更日期 2021 年 06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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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1 年 06 月 22 日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无 

变更日期 2021 年 06 月 21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1 年 06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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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3月31日，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了《关于签署<合作框架协议>暨

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21-013），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春霖先生与山东高

创签署《合作框架协议》拟向山东高创转让其持有的公司 66,341,458 股股份，转让价款总计 

337,014,606.64 元。 

2021年4月8日，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了《关于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和附条

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45），张春霖先生与山东高

创于4月7日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和《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 

2021年5月11日，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了《关于签署<合作框架协议之补

充协议>及<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提示性公告》。同日，张春霖先生与山东高创签署了《合作框架协

议之补充协议》和《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张春霖先生拟向山东高创转让其持有的 66,341,458 股股份，转让价款总计337,014,606.64元。截至

2021年6月22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张

春霖先生已将其持有的66,341,458股股份过户给山东高创，相关过户登记手续已于 2021年6月21日办理完

毕。 

上述《股份转让协议》交割完成前，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张春霖。在《股份转让协议》转让交割完成

后，上市公司向山东高创定向发行完成前的过渡期内，山东高创持有上市公司66,341,458股股份（占上市

公司总股本的 9.91%），为公司第一大表决权股东，尚未取得公司控制权；张春霖先生持有199,024,376股

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9.72%），但无表决权，单一股东均无法对公司实施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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