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代码：600549

股票简称：厦门钨业

公告编号：临-2021-066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所属子公司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厦门
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钨新能”）提交的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
并获得中国证监会注册。
厦钨新能于 2021 年 7 月 19 日披露《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及《厦门厦钨新能源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7 月 26 日披
露《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
告》并进行网上路演，7 月 27 日开始申购，7 月 28 日披露《厦门厦钨新能源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
公告》、进行网上申购摇号及确定网下初步配售结果，7 月 29 日披露《厦门厦
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
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网下发行获配投资者缴款、网上中签投资者缴纳认购
资金，7 月 30 日网下配售摇号抽签、主承销商根据网上网下资金到账情况确定
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8 月 2 日披露《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及《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8 月 4 日披露《厦门厦
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厦钨新能股

票将于 2021 年 8 月 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厦钨新能在科创板上市文件的
详细内容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查阅。
一、基本情况
根据《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招股说明书》《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
公告书》，基本情况如下：
股票简称：厦钨新能
股票代码：688778
发行价：24.50 元/股
发行数量：62,893,067 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25.00%
发行后总股本：251,572,267 股
上市日期：2021 年 8 月 5 日
具体内容请详见厦钨新能于 2021 年 8 月 2 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
明书》，2021 年 8 月 4 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二、厦钨新能 2021 年 1-6 月财务数据情况
厦钨新能 2021 年 1-6 月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情况如下:
项目

2021.06.30

2020.12.31

变动情况

流动资产（万元）

409,611.48

319,968.24

28.02%

流动负债（万元）

425,557.97

312,231.57

36.30%

总资产（万元）

738,985.98

622,182.54

18.77%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

66.61

64.99

上升 1.62 个百分点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

72.48

70.99

上升 1.49 个百分点

198,304.09

174,810.96

13.44%

10.51

9.26

13.4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股）

项目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 1-6 月

变动情况

营业收入（万元）

656,827.96

307,218.38

113.80%

营业利润（万元）

28,184.85

10,399.02

171.03%

利润总额（万元）

28,034.14

9,350.29

199.8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25,091.05

9,534.72

163.1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万元）

23,175.15

9,594.06

141.5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33

0.53

150.9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1.23

0.53

132.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净资产
收益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万
元）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股）

13.39

6.14 上升 7.25 个百分点

12.37

6.18 上升 6.19 个百分点

33,578.77

31,387.89

6.98%

1.78

1.66

6.98%

注：上表中厦钨新能 2020 年 1-6 月、2020 年数据已经审计，2021 年 1-6 月数据未经审计；

2021 年 1-6 月厦钨新能财务报表全文、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具
体详见厦钨新能 2021 年 8 月 4 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厦门厦钨新能
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厦钨新能上市后不
再单独披露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敬请投资者注意。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2020 年度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
值计算）为 45,868.66 万元，厦钨新能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值计算）为 24,392.40 万元，公司最近 1 个会计年度合并报表
中按权益享有的厦钨新能的净利润占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值计算）比重为 32.38%，未超过 50%。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761,480.71
万元，厦钨新能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174,810.96 万元，公司最近 1 个
会计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厦钨新能的净资产占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的比重为 14.07%，未超过 30%。
本次发行前，公司持有厦钨新能 11,564.96 万股股份，占厦钨新能总股本的
61.29%，对其具有控制权，合并其财务报表。本次发行后，公司仍直接持有厦钨

新能 11,564.96 万股股份，占厦钨新能总股本的 45.97%，对其具有控制权，合
并其财务报表。
厦钨新能上市不会对公司当期业绩及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承诺：
“1、自厦钨新能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以下简称“锁定
期”），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厦钨新能首次
公开发行前股份，也不由厦钨新能回购该部分股份。
2、在厦钨新能股票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厦钨新能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
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本公司所持厦钨新能首次公开发行前股票的锁
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如果因厦钨新能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
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上述发行价须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
调整。
3、本公司在锁定期届满后减持本公司所持有的厦钨新能首次公开发行前股
份的，将明确并披露厦钨新能的控制权安排，保证厦钨新能持续稳定经营。
4、本公司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
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证
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5、如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减持厦钨新能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的，应当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监管部门的要求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