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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01                           证券简称：*ST 利源                           公告编号：2021-060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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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利源 股票代码 002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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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海斌 赵金鑫 

办公地址 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西宁大路 5729 号 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西宁大路 5729 号 

电话 0437-3166501 0437-3166501 

电子信箱 liyuanxingcaizqb@sina.com liyuanxingcaizqb@s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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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026,328.69 38,486,690.03 282.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6,671,496.32 -559,362,774.84 95.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44,481,264.78 -518,033,145.75 72.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59,118,510.97 -2,652,523.51 -17,208.7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46 97.8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46 9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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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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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8,778,086.78 3,501,531,399.81 -11.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86,419,204.99 2,112,887,762.69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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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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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倍有智能科技

（深圳）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2.54% 800,000,000 0 冻结 800,000,000 

吉林利源精制

股份有限公司

破产企业财产

处置专用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46% 406,784,648 0   

王民 境内自然人 4.95% 175,881,028 8,880,994 
冻结 175,881,028 

质押 172,280,000 

海南省恒馨贸

易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23% 150,000,000 0 冻结 150,000,000 

郑世财 境内自然人 2.82% 100,000,000 0 冻结 100,000,000 

张永侠 境内自然人 2.66% 94,500,000 70,875,000 
冻结 94,500,000 

质押 94,500,000 

海南世泉贸易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11% 75,000,000 0 冻结 75,000,000 

东北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8% 70,369,489 0 冻结 70,369,489 

阿拉山口市弘

通股权投资有

限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8% 70,245,000 0 冻结 70,000,000 

锦银金融租赁

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7% 62,981,157 0 冻结 62,981,15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2020 年 12 月 11 日，辽源中院裁定批准公司重整计划、终止公司重整程序。依照法院

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公司以原有总股本 1,214,835,580 股为基数，以每 10 股约转增

19.222061 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票，共计转增 2,335,164,420 股股票，转增后利

源精制总股本扩大至 35.50 亿股。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后，公司股票价格不实施除权。

上述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的股份已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上市。上述资本公积转增股份直

接登记至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此账户为公司重整管理

人开立的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仅为协助重整计划执行所用的临时账户，待账户内

股票依照重整计划规定处置完毕后将办理注销手续。股票登记在公司重整管理人证券账户

期间，将不行使标的股份所对应的公司股东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表决权、利益分配请求

权等）。 

2、2021 年 1 月 20 日，公司控股股东由王民先生（已去世）、张永侠女士变更为倍有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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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由张永侠女士、王建新先生变更为吴睿先生。具体详见公

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8。 

3、依照重整计划及有关安排，倍有智能自受让转增股票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向关联方以

外的第三方转让其所持有的利源精制股票。为保障利源精制重整后股权结构在一定时期内

保持稳定，增强各方对利源精制未来发展的信心，上述股份（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条件 A 股）

登记至倍有智能指定账户后，公司根据重整计划通过法院冻结的方式对倍有智能受让转增

股份设定股票转让限制。具体详见公告编号：2021-008。 

4、本公司原控股股东为王民（已去世）、张永侠。王民、张永侠夫妇构成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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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倍有智能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变更日期 2021 年 01 月 20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暨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8）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1 年 01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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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睿 

变更日期 2021 年 01 月 20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暨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8）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1 年 01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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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公司修订了《公司章程》，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1年7月23日，公司完成工商变更，公司的注册资本变更登记为叁拾伍亿伍仟万元整。具体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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