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宝色股份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300402          证券简称：宝色股份        公告编号：2021-040 

南京宝色股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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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色股份 股票代码 30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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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义忠 李萍 

办公地址 南京市江宁滨江经济开发区景明大街 15 号 南京市江宁滨江经济开发区景明大街 15 号 

电话 025-51180028 025-51180028 

电子信箱 dsoffice@baose.com dsoffice@bao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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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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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元） 588,269,880.37 545,473,047.65 7.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2,966,034.90 18,785,881.83 22.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9,997,906.73 15,527,881.55 28.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8,403,271.09 68,362,427.04 131.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37 0.0930 22.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37 0.0930 22.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4% 2.81%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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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081,881.79 1,726,489,021.88 12.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03,740,615.46 681,774,580.56 -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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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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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钛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57.52% 116,200,000    

山西华鑫海贸

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22% 20,650,000    

葛昊 境内自然人 0.30% 600,000    

王正先 境内自然人 0.28% 570,900    

丁洪波 境内自然人 0.21% 416,900    

耿倩男 境内自然人 0.20% 408,100    

逄方 境内自然人 0.19% 380,900    

牛辉亮 境内自然人 0.17% 345,500    

张永合 境内自然人 0.15% 300,000    

殷尚可 境内自然人 0.12% 237,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宝钛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山西华鑫海贸易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二大股东，两股东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关系。除此之外，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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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山西华鑫海贸易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0,650,000 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 10,000,000 股，合计持有 20,650,000 股。牛辉亮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00 股，

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45,200 股，合计持有 34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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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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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58,826.99万元，同比增长7.8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96.60万元，同比增长22.25%。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一是受益于石油、化工等

行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需求，化工装备领域市场需求持续向好；同时公司抓住国家能源产业转型的

机遇，持续加大新能源领域市场开拓力度，公司订单持续增长，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二是公司合同订单

充足。随着生产管控水平、运营效率的提升，以及内外部资源的合理利用等，公司按约定完成的设备量增

加，致使营业收入增长，规模效应进一步显现。 

报告期内，公司开展的重点工作如下： 

1、市场营销稳中有进，重点市场深耕，新兴市场突破 

报告期内，公司以行业趋势与市场需求为导向，坚持重点市场深耕、新兴市场突破的市场策略，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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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传统优势业务与新兴业务双轮驱动，构建以传统业务保规模，新兴业务促发展的业务格局，订单实现

稳定增长。 

一是持续深耕化工领域市场业务，公司立足自身优势，瞄准重点项目、重点业主，持续开拓业务增量，

订单规模和数量再创新高，如承接了荣盛石化旗下企业年产250万吨、中石化旗下企业年产300万吨的大型

PTA项目成套核心设备订单、上海华谊旗下企业年产75万吨PDH项目核心设备订单，以及新疆大全和新疆

东方希望多晶硅项目核心设备订单，其中单体合同金额过亿的大项目成果丰硕，还首次承接了浙石化和山

东利华益集团高性能ABS树脂一体化项目核心设备订单，开拓了新业务领域。二是在新能源领域业务上持

续发力，继承接华友钴业和宁波力勤红土镍矿湿法冶炼项目高压反应釜设备订单，成功开发该领域市场后，

取得进一步突破，再次承接了华友钴业、紫金矿业等重点客户相关项目的加压釜设备，以及部分配套的搅

拌系统等订单。 

2、全方位加强管控，全力以赴确保经营目标 

报告期内，按照合同约定，设备交付量大，生产任务艰巨。为全面确保产品交付，公司统筹兼顾，坚

持总体规划与动态调整相结合，综合考虑在手任务的交期先后、重要程度、开展条件等，制定最优生产计

划；生产过程中，细化任务节点，严格计划执行与落实，并根据客户要求、材料供货、图纸变更等外部因

素和人员、场地等内部条件的变化及时调整计划，充分提高内外部资源利用的有效性，压缩转接工序之间

的等待时间，提高工作效率。为保障生产计划的执行，公司管理层对重大项目的跟踪进行分工，重点强化

问题快速响应机制，时刻关注项目进度，及时解决技术难题，高效协调场内外资源，确保重大合同的顺利

履行；为鼓足员工干劲，大力开展劳动竞赛，为经营目标的实现助推加力。 

3、持续开展技术研发和科技管理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技术研发，实现科研立项18项，重点围绕新型钛合金及钛材设备在成型、焊接、

热处理等产业共性关键技术方面开展研究，为新型钛材装备在舰船及海洋工程、新能源、环保等领域的应

用进行技术储备。 

在科技管理方面，申报的南京市企业重点研发项目“一种钛钢复合板蒸煮锅的研制”、“第二脱水塔

的研制”、“一种新型钛合金高精度U型换热管的制造技术研究”成功立项；获评“江苏省小巨人企业”

称号、入选南京市八大产业链骨干企业库；申报并获批了2020年南京市工业企业技术装备投入普惠性奖补、

滨江开发区鼓励工业企业扩产能稳增长激励专项资金等多个项目；承担的江宁区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项目

顺利通过中期检查、顺利通过了深潜器项目的评审验收并按计划开展深空站项目实施工作。获得发明授权

专利1项，实用新型专利授权2项；申请发明专利1项。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共拥有专利52项，其中发明专

利24项。 

在资质认证和维护方面，通过了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换证评审工作；完成了A1A2压力容器制造证换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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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审核、挪威船级社（DNV•GL）钛焊管及钛管道预制取证现场审核工作，通过了压力管道元件预制证

取证现场审核。 

4、持续加强内部控制，促进公司高效运作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精益管理工作规划，进一步从运营、质量、环境、安全、成本等方面，对存在的

各项问题进行精细化管控，促进降本增效，不断促进精益管理工作升级。从制度、流程等方面进一步规范

了公司的招标管理工作。持续推进“两金”压降工作，强化成本费用控制，通过对营销预算、招标采购和

外包外协等关键环节的专项检查，锁定成本管控的不足并通过修订制度、优化流程等措施加以整改完善。

持续强化风险管理，不断完善以安全、环保、质量、保密、信息披露、财务、廉政、法律事务为主体的风

险管控体系，提升公司整体风险管控能力；完善制度建设，进一步促进公司规范运作，有效保障经营活动

的有序开展。 

5、持续深化两化融合工作，不断打造新型能力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两化深度融合工作。在成本精细化管控方面，通过对ERP系统功能的不断改

进优化，实现财务与销售、采购、生产、仓库的一体化管控，实现实际成本的精细化核算和统计分析，为

成本降低和营销预算（报价）提供有力支撑；在快速定制化设计方面，运用工业技术和PLM系统并与CAD、

ERP等集成，使用统一的平台进行产品研发过程的数据管控，使客户要求准确全面的实现，提高了设计开

发的质量和效率，减少设计变更对生产、采购等活动的影响。同时，公司正在开展基于TSN高质量内网建

设集成及焊缝人工智能质量诊断焊接数字化平台的工业互联网项目，助推装备制造向智能化转型，并逐步

建设智能化制造示范车间，不断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 

（二）其他重要事项 

1、公司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并聘任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分别于2021年3月2日、2021年3月1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相关议案，选举3名独立董事、

6名非独立董事、3名非职工代表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2名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第五届董

事会、监事会，任期3年。2021年3月18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聘任产生公司新一届高级

管理人员。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18日披露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2、2020年度利润分配事项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同意以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202,000,0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5.0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01,000,000.00元（含

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2020年度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202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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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公司披露了《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8月4日，除

权除息日为：2021年8月5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29日披露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

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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