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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98                           证券简称：纳川股份                           公告编号：2021-116 

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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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川股份 股票代码 30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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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俊宾 杨婷婷 

办公地址 泉州市泉港区普安工业区 泉州市泉港区普安工业区 

电话 0595-87770616 0595-87770616 

电子信箱 yaojunbin@nachuan.com yangtingting@nachu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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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201,910.18 346,248,069.21 -27.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70,872.33 18,613,462.53 -96.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1,774,276.41 8,559,756.06 -12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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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后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7,373,468.06 30,536,691.70 -353.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06 0.0180 -9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06 0.0180 -9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4% 1.32%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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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9,121,414.81 3,749,253,387.09 -1.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51,146,827.81 1,449,431,684.97 0.1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4,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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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志江 境内自然人 15.94% 164,395,110 162,056,769 
质押 131,478,341 

冻结 10,400,000 

长江生态环保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28% 157,662,247 0   

三峡资本控股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5.01% 51,680,582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天惠精

选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LOF） 

其他 3.40% 35,064,400 0   

林绿茵 境内自然人 3.39% 35,003,664 0   

姚于权 境内自然人 1.89% 19,463,600    

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约定购回专用

账户 

其他 1.74% 18,000,000 0   

孙正贵 境内自然人 1.66% 17,112,800 0   

北京天象道通

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天象 13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10% 11,374,002 0   

黄琼梅 境内自然人 0.97% 10,055,83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股东长江生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与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关系。除上述

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姚于权通过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9,463,6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9,463,600 股。公司股东北京天象道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天象 13 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1,374,002 股，

实际合计持有 11,374,002 股。公司股东黄琼梅通过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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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券账户持有 10,055,83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0,055,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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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无控股股东 

变更日期 2021 年 04 月 26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1 年 04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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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实际控制人 

变更日期 2021 年 04 月 26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1 年 04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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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1年3月27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志江先生与长江生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环保集团”）签署

了《股份转让协议》，陈志江先生拟将其持有的公司51,680,582股股份（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5.01%）协议转让给长江环保

集团。2021年4月26日，公司收到股东陈志江先生的通知，其已办理完成51,680,582股股份协议转让给长江环保集团的过户登

记手续，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已出具《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由陈志江先生变更为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 

2、2021年7月9日，公司收到公司董事长陈志江先生和由陈志江先生担任法人代表的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纳川贸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纳川贸易”）通知，获悉于2021年7月8日分别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调查通知书》（深专调查字

2021344号、深专调查字2021342号），因纳川贸易、陈志江、张晓樱等涉嫌共同操纵“纳川股份”股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对纳川贸易及陈志江先生进行立案调查。本次调查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

亦不影响陈志江先生的正常履职，公司及子公司目前生产经营秩序正常，各项业务稳步推进。在调查期间，纳川贸易及陈志

江先生将积极配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调查工作，并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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