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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34                      证券简称：杭锅股份                公告编号：2021-057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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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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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锅股份 股票代码 002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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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卫锋 鲍瑾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大农港路 1216 号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大农港路 1216 号 

电话 0571-85387519 0571-85387519 

电子信箱 002534@chinaboilers.com 002534@chinaboiler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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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9,761,012.49 2,373,192,687.30 17.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4,352,812.25 251,107,528.47 1.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225,732,327.47 207,114,521.31 8.99% 

mailto:002534@chinaboile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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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3,866,623.67 394,429,159.84 -53.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 0.34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 0.34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45% 7.52%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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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78,422,509.23 10,409,269,681.16 5.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350,701,824.19 3,383,512,272.85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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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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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子电梯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9.01% 288,349,956 0   

金润（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1.89% 161,784,000 0   

杭州市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59% 100,476,000 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高端制造股票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2.31% 17,102,229 0   

王水福 境内自然人 2.01% 14,884,073 11,163,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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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10,722,10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发鑫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59% 4,335,66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发诚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9% 3,654,568 0   

平安基金－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分红－个险分红－

平安人寿－平安基金权益委托投

资 2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45% 3,341,667 0   

#王学闻 境内自然人 0.25% 1,855,500 0 质押 885,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西子电梯集团有限公司、股东金润（香港）有限公司的

实际控制人均为王水福先生。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王学闻通过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公司股份 8858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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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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情况概述 

在 “十四五”开局之年，公司坚守实业，聚焦主业，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持续变革

发展，力争实现持续高质量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78,97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7.55%，实现营业利润 31,089 万元，较

上年同期下降 5.42%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25,43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29%。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订单 57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85.4%，其中余热锅炉新增订单 17 亿元，清洁环

保能源装备新增订单 11 亿元，解决方案新增订单 23 亿元，备件及服务新增订单 6 亿元。截至 2021 年 6

月底，公司实现在手订单 77.9 亿元。 

2、对外投资情况 

公司推进“新能源+储能”战略，在高温燃料电池、钙钛矿光电器件领域作了投资布局，参股了浙江臻

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杭州众能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此外公司推进实施“低成本”战略，除德清新能源基地

外，完成了在芜湖、诸暨生产基地部署，并成立了杭锅集团（芜湖）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西子（诸暨）

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以更好地承接交付任务，提升公司整体产能。 

3、实际控制人增持事宜 

2021 年 2 月 6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水福先生发出增持计划：自 2021 年 2 月 6 日起 6 个月内，增持

公司股份不低于 14,784,100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 2%），不超过 22,176,000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 3%）。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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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6 月 10 日，王水福先生已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增持公司股份

14,884,07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1%，合计增持金额 18,773.4 万元。该次增持股份计划已实施完成。 

4、可转债发行事宜 

2021 年 5 月 11 日，公司对外披露了《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等相关文件。经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六临时会议及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拟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1.1 亿元可

转换公司债券。7 月 29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

的公告》，证监会已受理公司提交的关于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行政许可申请材料；8 月 9 日，公司

收到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要求公司 30 天内向证监会行政

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目前公司正在准备一次反馈的回复中。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

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水福                               

     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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