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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10          证券简称：爱康科技        公告编号：2021-132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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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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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康科技 股票代码 002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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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承慧（代行）  

办公地址 
江苏省张家港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塘西路

101 号 
 

电话 0512-82557563  

电子信箱 zhengquanbu@akco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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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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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267,602,908.40 1,739,596,190.41 1,739,596,190.41 -27.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6,718,908.00 26,963,770.68 26,963,770.68 -347.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68,680,387.18 13,235,300.45 13,235,300.45 -1,374.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3,696,827.09 232,972,973.36 232,972,973.36 -46.9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1 0.01 -2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1 0.01 -2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6% 0.63% 0.63% -2.2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8,844,455,752.19 9,592,832,932.04 9,599,258,678.13 -7.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043,168,286.90 4,096,274,560.36 4,102,462,346.70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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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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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16% 500,452,000 0 质押 365,630,000 

邹承慧 境内自然人 2.72% 121,846,200 91,384,650 
质押 116,846,200 

冻结 121,846,2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博时信用债券投资

基金 

其他 2.11% 94,600,055 0   

方士雄 境内自然人 1.43% 64,156,60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华夏能源革新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4% 60,091,208 0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社保基金四二二组合 
其他 1.07% 47,763,528 0   

#王君 境内自然人 1.06% 47,500,000 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三组

合 
其他 1.00% 44,857,000 0   

中国建设银行－华夏红

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80% 35,785,3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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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79% 35,634,665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为邹承慧先生控制的关联企业，

上述股东为一致行动人。上述其他股东未知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

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参与融资融券业务的股份数为 130,000,000 股，王君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的股份数为 47,50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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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消除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对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兴华审字（2020）第 020598 号）。公司董事会、管理层高度重视 2019 年度审

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积极采取措施解决、消除上述事项的影响。2021 年 2 月 7 日，公司年审会

计师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审

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消除情况的审核报告》（苏亚核【2021】7 号），报告认为：“爱康科技

公司编制的《关于 2019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消除情况的专项说明》在所有重大方面

未发现与实际情况存在重大不一致。”  

2、关于回购公司股份事项 

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11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临时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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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会议及 2021 年 6 月 28 日召开 2021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

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 A 股普通股股份，用于实施公司员工持

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 6,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12,000 万元（含）。回购价格为不低于人民币 2.2 元/股（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3.6 元/股（含）。在回购

股份价格不低于人民币 2.2 元/股（含）条件下，按不超过人民币 12,000 万元（含）的回购金额上限测

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54,545,454 股，约占公司当前总股本 4,482,689,935 股的 1.2168%；在回购

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3.6 元/股（含）条件下，按不低于人民币 6,000 万元（含）的回购金额下限测

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16,666,666 股，约占公司当前总股本 4,482,689,935 股的 0.3718%。本次回

购股份的数量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10%，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

规定，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回购股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法定代表人：邹承慧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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