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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28                               证券简称：富瑞特装                           公告编号：2021-064 

张家港富瑞特种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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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瑞特装 股票代码 30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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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欣 于清清 

办公地址 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晨新路 19 号 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晨新路 19 号 

电话 0512-58982295 0512-58982295 

电子信箱 furui@furuise.com furui@furui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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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5,926,376.76 865,438,427.27 -1.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1,863,216.10 31,223,608.93 2.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5,941,628.83 21,716,778.16 19.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30,419,809.57 3,473,561.27 6,533.5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54 0.0662 -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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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54 0.0658 -15.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6% 2.18%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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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0,144,569.33 3,539,878,042.36 7.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51,519,599.34 1,463,203,967.55 33.3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9,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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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锋 境内自然人 7.52% 43,280,000 32,460,000   

毛文灏 境内自然人 3.91% 22,503,532    

李兴华 境内自然人 3.84% 22,075,055    

吕强 境内自然人 3.80% 21,854,304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欧悦享生

活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3.63% 20,866,700    

北京亨通伟德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亨通伟

晟 1 期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61% 9,271,523    

王春妹 境内自然人 1.49% 8,563,913    

邬品芳 境内自然人 1.46% 8,428,200    

杨韬 境内自然人 0.98% 5,654,073    

东吴基金－东

吴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东吴

基金浩瀚 1 号

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96% 5,518,76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股东黄锋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或一致行动关系，其他股东公司未知其与其他股东是否存

在关联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王春妹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8,563,913

股，合计持有 8,563,913 股。公司股东杨韬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297,820 股，通过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356,253 股，合计持有 5,654,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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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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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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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2021年1月20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了《关于同意张家港富瑞特种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85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1月29日对外公告的《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注册批复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10）。 

    公司于2021年3月完成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宜，实际发行A股股票103,989,757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人民币4.53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71,073,599.21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金额11,664,141.29元后

的募集资金净额为459,409,457.92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1年3月11日出具的苏公W[2021]B019号《验资报告》审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3月16日对外公告

的《2020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公司于2021年3月1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新增股

份预登记手续，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103,989,757股于2021年3月2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根

据限售期安排，全部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2021年3月24日对外公告的《2020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上市公告书》。 

    2、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情况 

    公司于2021年4月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2021年4月29日召

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为以总股本

575,406,34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15元（含税）；不转增；不送股。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2021年4月9日对外公告的《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0）。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事项已于2021年6月23日实施完毕，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6月16日对外公告的《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1-052）。 

    3、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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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21年5月1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1年6月4日

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等相关激励计划议案。公司拟向激励对象授予不超过3,510万股限制性股票，其中首次授予不超过3,160

万股，预留的限制性股票350万股。首次授予激励对象27人，预留激励对象由本激励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后12个月内确定。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4.53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5月20日对外

公告的《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公司于2021年6月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向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确定2021年6月4日为首次授

予日，授予27名激励对象3,160万股限制性股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6月5日对外公告的《关于向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6）。 

    4、增加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额度 

公司于2021年6月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1年6月28日

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额度的议案》。为进一步降

低汇率波动风险，公司及子公司将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额度由3.5亿元人民币提高至6.5亿元人命币（或等

值外币），有效期自公司相关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上述投资额度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6月5日对外公告的《关于增加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47）。 

    5、变更会计师事务所 

    公司于2021年6月1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21年6月28日

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公司聘任立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6月12日对外公

告的《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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