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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14                           证券简称：百川畅银                           公告编号：2021-028 

河南百川畅银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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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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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川畅银 股票代码 30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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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旭 辛静 

办公地址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东风路 22 号恒美商

务 8 楼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东风路22号恒美商务

8 楼 

电话 0371-61656692 0371-61656692 

电子信箱 bccy@bccynewpower.com bccy@bccynewpow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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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138,963.14 252,980,472.41 -0.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5,406,057.07 67,309,219.25 12.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73,126,101.65 67,714,739.46 7.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3,466,656.41 44,537,091.15 -2.4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9 0.56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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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9 0.56 5.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69% 7.14%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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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4,724,733.49 1,396,881,558.44 30.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40,545,677.62 1,033,937,880.32 39.3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1,54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参见注 8）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0 

持股 5%以上的普通股股东或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报告期末持

股数量 

报告期内增

减变动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持有

无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上海百川畅银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5.05% 56,226,000  56,226,000    

北京红杉铭德股权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62% 9,024,353  9,024,353    

光控郑州国投新产业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61% 7,400,000  7,400,000    

郑州知了创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12% 6,615,638  6,615,638    

李娜 境内自然人 3.71% 5,956,766  5,956,766    

上海建新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5% 4,093,781  4,093,781    

钟永利 境内自然人 2.28% 3,658,858  3,658,858    

上海澎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7% 2,839,609  2,839,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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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2,046,891  2,046,891    

宿迁钟山天翊力鼎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8% 2,046,891  2,046,891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因配售新股成为前 10 名股东

的情况（如有）（参见注 3）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陈功海、李娜，两人系夫妻关系，两人合计持有上海百川畅银实 

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郑州知了创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陈功海 

。 

2.上海建新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普通合伙人为河南晟世鼎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力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河南晟世鼎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40%的股权并对其

产生重大影响；广州力鼎恒益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普通合伙人为广州力鼎

凯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力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广州力鼎凯得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75%的股权；上海东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上海力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

伍朝阳是上海东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并担任上海力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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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上海滦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上海力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高凤勇直

接持有上海滦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1%的股权，并担任上海力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兼总经理；张学军担任上海力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三人合计持有上海力鼎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35.07%的股权；宿迁钟山天翊力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普通

合伙人为北京力鼎兴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北京力鼎兴业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普通合伙人为深圳市力鼎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市力鼎基金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股东为张学军、伍朝阳、高凤勇。 

上述股东涉及委托/受托表决权、放弃表决权情况的

说明 
无 

前 10 名股东中存在回购专户的特别说明（参见注 11） 无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深圳格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格律连赢 1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1,719,848 人民币普通股 1,719,848 

#林瑞明 811,137 人民币普通股 811,137 

赵世东 6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50,000 

上海申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申九全天候 2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586,425 人民币普通股 586,425 

#上海泾溪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泾溪佳

盈 3 号基金 
561,478 人民币普通股 561,478 

方红蕾 439,600 人民币普通股 439,600 

上海申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申九全天候 7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368,417 人民币普通股 368,417 

#唐甜 367,700 人民币普通股 367,700 

#陈江涛 364,631 人民币普通股 364,631 

上海申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申九全天候 3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306,617 人民币普通股 306,617 

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

流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经查询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上海申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申九全天候 2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上海申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申九全天候 7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

上海申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申九全天候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为基金产品，基金管

理人均为上海申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参见注 4） 

公司股东林瑞明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811,137 股，实际合计持有 811,137 股；公司股东上海泾溪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泾溪佳盈 3 号基金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浙

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61,478 股，实际合计持有

561,478 股；公司股东唐甜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67,7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367,700 股；公司股东陈

江涛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 股外，还通过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64,630 股，实际合计持有 364,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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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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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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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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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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