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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32                         证券简称：九安医疗                         公告编号：2021-066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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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安医疗 股票代码 002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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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邬彤 李凡 

办公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南开工业园雅安道金平路 3

号 

天津市南开区南开工业园雅安道金平路 3

号 

电话 022-87611660-8220 022-87611660-8220 

电子信箱 ir@jiuan.com ir@jiu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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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8,993,167.60 1,040,508,307.41 -45.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4,776,946.71 257,617,728.33 -78.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787,446.66 256,198,973.52 -101.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7,620,398.27 256,186,982.56 -118.5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10 0.5952 -7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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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10 0.5952 -79.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6% 14.32% -1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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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4,031,076.79 2,458,560,510.72 10.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11,507,593.54 1,884,762,462.28 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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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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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河子三和股

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2.88% 109,497,902  质押 52,130,000 

北信瑞丰基金

－西藏信托－

云鼎 22 号单一

资金信托－北

信瑞丰基金百

瑞 143 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4.12% 19,710,146 19,710,146   

深圳市万顺通

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万顺通

11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3.03% 14,492,753 14,492,753   

山西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约定

购回专用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8% 9,500,000    

天津仁爱聚隆

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82% 8,695,652 8,695,652   

李志毅 境内自然人 1.81% 8,654,900    

珠海星展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2% 7,293,060    

周群 境内自然人 0.97% 4,622,000    

李巧玲 境内自然人 0.81% 3,861,600    

陈德才 境内自然人 0.33% 1,592,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李志毅为石河子三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非控股有限合伙人之一，持有其份

额 2.55%。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名无限售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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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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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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在报告期内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新增股份数45,797,101

股，发行价格6.9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315,999,996.90元，扣除各项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6,630,702.76元

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309,369,294.14元。该等股份已于2021年3月1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股权登记手续，将于2021年3月1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2、公司于2021年3月29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者员工持股计

划。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
过12.00元/股，回购股份期限为自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月内。本次实际回

购时间区间为 2021 年 4 月 6 日至 2021 年 5 月 21 日。截止到 2021年 5 月 21 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11,873,63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2.48%，最高成交价为 9.03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7.94 元/股，成交金额 99,834,465.77 元（含交易费用）。 

3、公司2020年度权益分派在报告期内实施，公司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按公司总股本 478,603,022 

股，扣除公司回购的 11,873,630 股，以 466,729,39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6 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不转增不送股，共计派发 28,003,763.52 元。 

4、公司于2021年6月收到参与投资的Essence iSeed Fund SP基金收益分配款7,778,160 美元，上述投资收益

将增加公司 2021 年度税前利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1日披露的《关于获得投资收益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45）。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法定代表人：刘毅 

                                                 2021 年 8 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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