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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62                           证券简称：天翔退                           公告编号：2021-128 号 

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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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翔退 股票代码 300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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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东来（代行） 谢玉兰 

办公地址 成都市青白江区大同镇大同路 188 号 成都市青白江区大同镇大同路 188 号 

电话 028-83623182、83625802 028-83623182、83625802 

电子信箱 txhj300362@163.com txhj300362@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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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458,206.90 213,646,604.67 -28.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578,742.27 -43,341,053.04 117.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26,924,765.69 -30,402,090.02 11.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1,098,753.58 -18,842,561.39 -914.1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49 -0.1021 10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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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49 -0.1021 104.8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0% -2.52%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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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7,327,419.47 4,021,559,258.95 -49.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31,360,625.71 40,968,970.71 1,441.0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23,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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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嘉道博

文生态科技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08% 156,375,839 156,375,839 冻结 156,375,839 

邓亲华 境内自然人 6.68% 103,588,051 27,720,425 
质押 103,390,790 

冻结 103,588,051 

成都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60% 102,409,447 102,409,447 冻结 102,409,447 

成都市融禾

环境发展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5.06% 78,523,490 78,523,490 冻结 78,523,490 

长城国融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60% 40,388,409 18,212,073 冻结 18,212,073 

长城国兴金

融租赁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8% 32,329,398 32,329,398 冻结 32,329,398 

湖北省资产

管理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89% 29,400,000 0   

民生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9% 29,352,749 29,352,749 冻结 29,352,749 

坤盛国际融

资租赁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8% 23,017,578 23,017,578 冻结 23,017,578 

光大资本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3% 22,176,336 0 冻结 22,176,33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无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无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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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票被终止上市 

     公司股票已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上市，于2021年7月19日进入退市整理期，退市整理期交易期限为30个交易日。

退市整理期届满的次一交易日（2021年8月30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敬请投资者审慎投资，注意风险。 

     2、重整情况 

     2020年12月14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川01破申105号《民事裁定书》，受理了申请人成都市嘉豪物资贸

易中心对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并指定管理人对公司实施重整。公司及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及相关法

律法规，结合自身情况拟定了《重整计划（草案）》并召开出资人会议和债权人会议，会上表决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

《重整计划（草案）》于2021年4月16日获得了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批准。管理人按照重整计划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完

成了重整投资人相应出资款及部分债权人抵偿股份的分配。2021年7月6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20）川 01 

破 25 号之四《民事裁定书》，裁定确认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终结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破

产程序。尚有遗留事项待处理，在成都中院确认《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管理人将依法继续履职，公司将依法进行债务清

偿。 

     3、重整投资人后续出资存在不确定性 

     根据成都市融禾环境发展有限公司、四川嘉道博文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中五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告知函》，

重整投资人向公司和管理人出具的《承诺函》中关于第二期转让价款支付事宜暂缓实施，由各方根据深交所复核情况另行协

商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予以明确。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重整投资人提供的除前述文件外的其他材料，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公司实控权存在变更的情形 

     根据公司《重整计划》，转增的股份将用于引进战略投资人和偿还部分债务。管理人已按照重整计划及成都市融禾环境

发展有限公司、四川嘉道博文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已出资到位的 3.5 亿元重整投资款完成了两位重整投资人的股份分配。重

整投资人四川嘉道博文生态科技有限公司为目前公司在册第一大股东，公司实控权存在变更的情形。 

     5、公司、实控人存在被起诉的风险 

     公司在2020年8月收到邓亲华及一致行动人邓翔提供的成都市公安局出具的《取保候审决定书》，于2021年6月7日收到

公司管理人、公司实际控制人邓亲华及一致行动人邓翔提供的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出具的《审查起诉阶段委托辩护人/申请法

律援助告知书》（川成检诉委辩/申援〔2021〕33、34及35号）扫描件，2021年1月19日，公司、邓亲华、邓翔被移送成都市

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6、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尚未筹措到美国圣骑士公司剩余20%股权收购款及循环贷款债务清偿款，若公司无力支付

前述款项，公司已质押的美国圣骑士公司80%股权和圣骑士房地产公司100%股权以及资产将被处置偿债，如因客观原因致使

美国圣骑士公司和圣骑士房地产公司股权估值下滑，可能导致公司持有美国圣骑士公司和圣骑士房地产公司股权比例大幅下

降，将对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产生不利影响。2020年经审计美国圣骑士公司及房地产公司营业收入为322,629,949.25元，

占公司合并营业收入78%。如美国圣骑士公司及房地产公司股权全部被用于偿债，将影响公司2021年第四季度业绩，公司将

产生大额股权处置损失（具体金额以届时的股权评估为准），导致公司净利润大幅亏损，同时也将导致以后每年度公司营业

收入减少约3亿元左右。 

     7、经营风险 

     公司重整程序虽已终结，通过重整计划的执行有效优化了公司资产结构，但公司自2018年陷入债务危机至今已三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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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期间公司主要银行账户、资产被冻结导致公司无法正常承接经营订单，在竞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公司可能已经失去了

获得重大订单的最佳时机。公司将在新的控股方的带领下，加强重塑信用形象，迎接挑战，力争尽快恢复正常经营生产，恢

复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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