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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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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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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5,821,5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65 元（含
税）
，送红股 0 股（含税）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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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德科技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300515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肖巧霞

邓意欣

办公地址

长沙高新开发区桐梓坡西路 558 号

长沙高新开发区桐梓坡西路 558 号

传真

0731-89864008

0731-89864008

电话

0731-89864008

0731-89864008

电子信箱

sandegroup@163.com

sandegroup@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从事分析仪器业务和智能装备业务的研发、制造、销售、实施及运维，下游客户涵盖火电、煤炭、水泥、固危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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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冶金、检测、建材、食品、纺织、造纸等诸多细分领域。公司稳健经营，持续创新，不断夯实分析仪器及智能装备领
域的基础能力，凭借丰富的经验以及对行业的深刻认识，打造全面胜任的能力，是值得客户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
1、公司的智能装备业务主要包括无人化验系统、机器人制样系统、采样系统、采制长距离对接系统、智能封装系统、
样品自动传输系统、自动存查柜系统、除尘系统等，涵盖采样、制样、输送、存储、化验等全环节。该系统所有产品均为公
司自主研发，且适配智能维护系统，可实现上述环节全过程无人值守，智能运行，可视化设计使结果更可控、可信、可追溯。
助力客户优化决策，全面提升经营掌控力度和管理水平，达成企业安全、经济、高效、环保运行之目标。
主要产品介绍如下：
产品类别

代表产品

功能描述

SDMOT系列在线全水测试系统

①与自动制样系统无缝对接，进出
样、称重、坩埚存取、坩埚清理、
天平矫正等全过程自动完成；
②样品自动称量及清洗；
③机械手定位精准，辅以带自动导
向定位功能的特制坩埚；
④支持多种干燥方式同时进行，使
用成本低。

SDIGP系列智能封装系统
①从采样到制样的对接全过程无人
干预；
②样品的收集、封装、输送全过程
密封。

SDRPS系列机器人制样系统

自动化系统产品

①采用低温风透®前级干燥技术、
转运机构自清洗技术，结合工业机
器人柔性化作业，有效攻克样品种
类、水分适应性难题，自清洗、无
残留、不混样；
②制样过程全程可视，结果精准、
可控、可信、可追溯；
③该系统可无缝对接无人化验系
统、全通采样系统，实现采-制-输存-化全流程无人化运行。

SDASC系列自动存查柜系统
①产品高容积率存放；
②可与全通制样系统及气动传输系
统无缝对接，实现与其他系统数据
交互；
③具备自动和人工双模式存取样，
远程与就地双模式操作。

SDAST系列自动传输系统

可选择垂直提升与平移装置或气动
传输方式实现样品无人干预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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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IAS系列无人化验系统

无人化验系统

①多种分析仪器并行工作，智能控
制、可无人化完成样品的发热量、
水分、灰分、挥发分、硫、碳、氢、
氮等指标的分析检测；
②系统实现从接样、开盖、称量、
化验、坩埚/氧弹清理循环使用等全
过程自动化；
③无缝对接自动制样、气动传输等
前级系统，真正实现全流程无人化；
④检测结果更可控、可信、可追溯。

2、公司的分析仪器产品主要用于样品的热值、成分、元素、物理特性等实验分析及样品制备等领域。该等产品分析结
果对分析对象的质量检验、交易定价和科学利用有重要指导意义，在减耗增效、节能环保和安全生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主要产品介绍如下：
产品类别

代表产品

功能描述

SDAC系列量热仪

热值分析产品
SDACM系列自动量热仪

①适用于样品的热值分析；
②产品环境适应能力强、运行安全稳
定、测试结果真实可靠。

SDTGA系列工业分析仪

成分分析产品

SDLOI系列热灼减率分析仪

SDCHNS系列元素分析仪

元素分析产品

①适用于样品的水分、灰分、挥发分
检测，以及固定碳的计算；飞灰、灰
渣的含碳量分析；水泥的烧失量分
析；锻后石油焦的水分、灰分、挥发
分分析；固/危废、垃圾等样品热灼
减率分析；
②产品设计人性化，节能环保；
③测试速度快、效率高、测试数据精
确。

①适用于样品的碳、氢、氮、硫元素
含量分析，可实现对该等元素的整体
测量；
②产品可一体化自动送样及循环测
试，全过程完全无人值守；
③测试结果精度高、测试使用成本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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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C系列碳元素分析仪

①适用于测量样品中碳元素含量。
②采用高性能、高精度的红外传感器
测试碳元素，并可实时监测燃烧情
况，有效缩短测试时间并提高测试精
度；
③产品可一体化自动送样、实验，循
环测试，全过程完全无人值守。

SDAF系列灰熔融性测试仪
①适用于对样品的灰熔融性、可磨
性、自燃温度等物质物理特性情况进
行分析；
②产品测试效率高、安全可靠、使用
成本低。

物理特性分析产品

SDVD系列风透®干燥机

样品制备系列产品

①通过对样品的破碎、缩分、混合、
干燥、制粉等工序，使待分析样品达
到实验要求；
②产品采用风透式立体干燥，在保持
样品稳定性的同时，提高了使用效
率、降低了使用成本。

3、公司控股子公司三德环保主要从事固/危废领域实验室设计，以及实验室仪器设备、实验室环境保障系统、实验室信
息管理系统等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和技术服务，专注于固/危废实验室全生命周期管理解决方案的提供。三德环保生产
的固/危废实验室分析仪器及其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主要用于企业固/危废的样品制备、预处理及成分分析，是固/危废处置企
业运营管理中的重要环节。通过实验室设备合理配置的同时，提供实验室运营技术指导，从而实现上述企业实验室环境运行
的安全、高效、经济，在降低实验室管理成本的同时运营更高效。

（二）公司所处行业发展阶段
1、行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趋势
当前，我国制造业正面临转型升级和提升自动化及智能化的生产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以下简称“
《十四五规划》”
）提出，加快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围绕强化数字转型、智能
升级、融合创新支撑，布局建设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等新型基础设施；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产业生态建设；推动煤矿、油气田、电厂等智能升级，开
展用能信息广泛采集、能效在线分析；促进设备联网、生产环节数字化连接和供应链协同相应，推进生产数据贯通化、制造
柔性化、产品个性化、管理智能化。
同时，在人工成本上升、专业性要求提高、成本控制压力增大等背景下，下游行业对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不断增加，以数
字化、智能化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成为大势所趋。
公司分析仪器产品及智能装备产品为确保客户量值溯源、科学利用、减耗增效、安全生产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其涉及
先进物联网技术、传感技术、数据云技术、光机电一体化技术等多项技术的运用，具有感知、识别、记忆、决策等智能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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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较为复杂的智能化产品，与行业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契合。
2、行业向系统解决方案升级及服务型制造转型的发展趋势
发展行业系统解决方案是满足国内智能化改造广阔市场的迫切需要。随着下游客户需求的多样化发展，对产品功能、智
能化等要求的逐渐提高，下游客户需要功能性器件供应商不仅能提供合乎要求的产品，还需要供应商根据其生产需求、管理
需求等因素提供蓝图规划、生产制造、个性开发、安装调试、交付使用和成本控制等方案。生产与服务综合供应商将是行业
的未来发展趋势。
同时，《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发展服务型制造新模式，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型制造是先进制造
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的新型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是制造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
3、行业集中度呈现上升趋势
在上述背景及行业趋势下，对行业上游生产供应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供应商着眼于产品全生命周期，在具备软硬
件开发及生产能力的基础上，围绕提升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维护检修水平，拓展售后支持、在线监测、数据融合分析处理
和产品升级服务，形成可满足特定客户需求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市场上存在的技术含量及整体交付能力较低的厂商，在技术
和研发能力、规模化生产及产品品质等方面相对薄弱，无法提供符合客户需求的产品及服务。因此，供应商须从以生产制造
为主向“制造+服务”转型，不仅要有仪器、装备的研发及制造能力，还需要有智能化、柔性化制造能力以满足客户个性化
需求的定制型服务。这就提高了行业壁垒，从而加速行业集中化、品牌化。
三德科技掌握底层技术，拥有基础能力团队，具备行业全环节的产品生产能力，能准确把握客户产业升级中的智能化、
系统化等新需求，以持续的研发投入及迭代，进一步提高核心技术储备能力，以满足用户深度服务化需求。
4、整体上看，数字化、智能化是赋能行业产业链转型升级、推动行业产业链价值增值的重要支撑，未来公司将继续提
升以“仪器”+“智能化/无人化”为核心的基础能力，通过持续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来把握行业发展机遇。

（三）公司主要下游行业发展趋势
1、煤炭行业
《十四五规划》中强调能源安全性，坚持立足国内、补齐短板、多元保障、强化储备，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增强能源持
续稳定供应和风险管控能力，实现煤炭供应安全兜底、油气核心需求依靠自保、电力供应稳定可靠。加强煤炭储备能力建设，
完善能源风险应急管控体系，加强重点城市和用户电力供应保障，强化重要能源设施、能源网络安全防护。
作为我国能源兜底保障的地位，煤炭仍然起到压舱石的作用。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煤炭依然是主要的能源。从宏观
经济长期发展的周期来看，中长期由中高速发展转为中低速或是低速发展，但是对煤炭需求仍然产生支撑的作用。
从煤炭的产业格局来看，煤炭上下游产业，煤电、煤焦化、煤化工等产业，正在蓬勃发展的阶段；煤炭产业衍生出来的
新产品和新材料，如石墨烯、硅烷气等，其产业的高端产品和高端的平台研发在转型升级过程中亦不断进步，填补了国内新
材料、新技术的空白。同时，中国煤炭正向着大型化、智能化、机械化的发展。2020年2月2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
源局、应急管理部、国家煤矿安监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科技部、教育部共同印发了《关于加快煤矿智能化发展的
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的发布实施将对我国煤矿的智能化发展起到凝聚共识、形成合力的作用，
对于推进煤炭行业转型升级、促进煤炭工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意见》预计到2035年，各类煤矿基本实现智能化，
构建多产业链、多系统集成的煤矿智能化系统，建成智能感知、智能决策、自动执行的煤矿智能化体系。与此同时，新基建
亦为煤炭行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矿山5G下井，智能化装备等技术发展速度快。
行业前端的智能化必将推动整个产业链的智能化发展，随着全过程可视化、可监控的完善，数据互联的全链路打通，公
司分析仪器产品及智能装备产品将助力能源企业全面提升经营掌控力度和管理水平，达成企业安全、经济、高效、环保运行
之目标，为行业的数字化、智能化、无人化添砖加瓦。
2、电力行业
在碳达峰、碳中和的背景下，火电企业需要做碳资产配置，加强能源管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尤为关键。煤质分析仪器
可应用于火电企业燃料管理环节，实现燃料计量、采样、制样、存样、化验、储存、掺烧配比等环节全过程，助力火电等高
耗能企业向绿色、低碳、可持续方向发展。
3、环保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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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生态文明建设机制的逐步健全，创新、绿色发展政策深入实施，加强环境保
护治理的政策、法规、技术等产业红利的逐步释放，环保行业有更加广阔的市场机遇以及行业发展空间。《十四五规划》第
十一篇提出了生态恢复、污染防治和绿色经济等发展要求，明确指出要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建立健全环境治理体系，
推进精准、科学、依法、系统治污，协同推进减污降碳，不断改善空气、水环境质量，有效管控土壤污染风险。燃煤产生的
硫化物、氮化物、粉尘等有害物质是我国大气污染的重要来源，加强大气污染防治，须从源头开始。同时，国家严格控制高
耗能企业市场准入，对现有燃煤企业实施容量核定条件下的排放大气污染物许可制度。另外，《十四五规划》中明确，重点
控制化石能源消费，实施以碳强度控制为主、碳排放总量控制为辅的制度，推动能源清洁低碳完全高效利用，深入推进工业、
建筑、交通等领域低碳转型。公司分析仪器及智能装备产品作为能效管理的基础器具，其提供的成分、元素等数据是质量检
验和科学利用的重要依据。由此将进一步释放环保、质检、监察等方面对公司产品的需求，为公司带来新的增长空间。
同时，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亦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一面连着减污，一面连着降碳。固体废物量大面广、利用前景
广阔，是资源综合利用的核心领域，推进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抓手。2021年5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强化危险废物监管和利用处置能力改革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提出“到2025年底，建立健全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
果严惩的危险废物监管体系。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充分保障，技术和运营水平进一步提升”。2021年11月7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提出“到2025年，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能力明显增强”，在加快推
动绿色低碳发展、深入打好净土保卫战、切实维护生态环境安全及提高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等诸多方面对固体废物处理
利用行业的发展提出了要求。随着我国“十四五”规划的实施、“无废城市”建设的持续推进，我国固体废物减量化和循环利用
也将加速推进，市场也会向着规范化和良性化发展，并倒逼出更大的市场空间。
生态环境部在2021年1月11日印发的《关于统筹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促进
应对气候变化与环境治理、生态保护修复等协同增效；把降碳作为源头治理的‘牛鼻子’，协同控制温室气体与污染物排放，
协同推进适应气候变化与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支撑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和二氧化碳排放达峰行动”。2021年3月，中央
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随后，国家有关部门陆续出台《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
告核查指南(试行)》（环办气候函〔2021〕130号）、《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草案修改稿）》（环办便函〔2021〕
117号）等有关碳排放、碳交易的相关政策，规范碳排放权交易相关行为。在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实现及环境质量提
升的双重背景下，国家环保投入与政策支持将持续驱动行业发展。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我国实施碳达峰、碳中
和战略的第一年，随着国家“十四五”发展目标及相关政策标准的相继出台，“无废城市”试点建设工作持续推进，“大宗固体
废弃物综合利用示范”有序开展，固体废物处理利用行业和市场得到进一步规范化发展，固体废物减量化和循环利用水平得
到进一步提高。在一系列顶层设计及专项行动的推动下，危废行业步入快速发展阶段。此外，环境保护驱动的固废综合利用、
超低排放改造、新能源培育发展等，也为本行业打开了新的市场空间。危废检测作为危废处置的关键环节之一，其重要性不
言而喻。固/危废处置的蓬勃发展对三德环保带来广阔的发展空间。
4、第三方检测行业
第三方检测服务受益于检验检测认证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提速，以及社会公众对产品的质量、生产生活的安全性、社会环
境保护等方面的关注日益提升和我国进出口贸易量的增加，检测服务行业近年来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检验检测已成为最具活
力的新兴服务业态之一，我国已成为继欧美之后世界第三大检验检测市场。随着检测行业的进一步发展，以及该行业对于检
测效率、人工替代等需求的提出，将进一步放大分析仪器设备及智能装备产品的市场需求。
5、“十四五”期间，与公司业务相关的行业战略性新兴市场、重点技术突破与推广
从下游行业发展情况看，煤炭、化工、电力、冶金、检测等主体市场发展可期，制造业升级改造持续创造需求，新兴市
场逐步成长。
《“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中强调“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为主线”、“加快构建智能制造
发展生态，持续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网络化协同、智能化变革”。相关政策导向和工作举措，必将带动传统产业加快升
级改造，以智能制造重塑竞争新格局。在制造业推进智能化管理、智能化生产和智能化服务的过程中，需要大量智能化技术
手段的支撑，如检测、分析、成套智能设备产品等，这为分析仪器及智能设备带来机会。
从新兴市场看，随着工业物联网应用技术的发展及5G的加速布局，工业大数据正被企业所重视成为其核心资产。企业利
用大数据能够发现隐藏价值，构建从采集、分析、转化、反馈等环节的精准数据交互，实现个性化、智能化升级。新一代信
息技术将加速渗透经济和社会生活各领域。公司生产的分析仪器及智能装备产品，是可为工业互联网、大数据、智能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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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点信息的重要基础装备，未来智慧工厂、智慧能源、生物医疗、食品安全等这些极具发展潜力的领域，都可以以仪器及智
能装备输出的数据为源头进一步创新发展，实现更优化的技术和应用架构，这将对本行业的发展带来广阔前景。但同时，也
对行业应对信息化、智能化、智慧化发展要求，加快技术进步，增强市场对接服务能力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挑战。
公司产品输出的数据，可实现用户设备的运营维护及健康管理。在工业物联网的框架下，公司分析设备能效并深入挖掘
数据价值，系统产品支持与用户运营系统对接，实现系统的预测性维护，帮助整个运营系统进行自身逻辑关系的自组织与自
维护。通过创新赋能提升产品网络化、智能化能力，实施技术升级迭代，打造持续盈利的增值反应。
6、
“计量安全”下的国产替代机遇
2021年12月，国务院印发了《计量发展规划（2021-2035年）》，明确提出：①加强高端仪器设备核心器件、核心算法
和核心溯源技术研究，推动关键计量测试设备国产化；②加强高精度计量基准、标准器具的研制和应用，提升计量基准、标
准关键核心设备自主可控率；③培育具有核心技术和核心竞争力的国产仪器仪表品牌；④完善温室气体排放计量监测体系，
加强碳排放关键计量测试技术研究和应用，健全碳计量标准装置，为温室气体排放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提供计量支撑。
就三德科技所在的细分领域而言，公司产品的稳定性、适应性，其输出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以及代表性直接影响到客
户企业的安全、经济、效率及环保等指标。公司掌握底层技术，拥有基础研发团队，具备行业全环节产品的生产能力，是行
业国产品牌先行者。且将持续扛起行业建设及维护的旗帜，将基础平台能力赋能至其他相关细分领域，为行业进步、国产技
术研发迭代添砖加瓦。

（四）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公司业务发展至今，可分为分析仪器业务和智能装备业务两大板块。
1、分析仪器业板块
整体而言，我国仪器仪表制造行业起步较晚，技术水平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存在一定差距，但在不同细分领域有所区别。
在公司所处的分析仪器细分领域，尽管欧美发达国家的同类产品在稳定性、准确度有一定竞争实力，然而在自动化程度、环
境适应性等方面，公司分析仪器产品与国外同类产品相比表现更为突出，是行业内国产高端分析仪器的领先品牌。目前，随
着工业物联网、智能机器人、数据云等通用技术及相关专用技术的应用，行业正在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快速发展。
2、智能装备业务板块
凭借在分析仪器领域积累的领先技术水平及行业经验，公司智能装备产品率先在高耗能企业实施应用，填补国内外燃料
管理智能装备领域的空白，产品在真正满足客户智能化管理需求的同时，能提供全生命周期一站式服务，包括立项、售前预
案、蓝图设计、生产加工、现场调试、运维质保等，具备丰富的项目实施经验和能力，是该细分行业的领先品牌。同时，随
着基础能力及平台能力的打造，公司智能装备产品具备向其他细分领域拓展的能力。
3、公司控股子公司三德环保专注于固/危废处置行业实验室全生命周期管理解决方案的应用。近几年，在一系列顶层设
计与专项行动的推动下，危废处置/检测行业迎来前所未有的“窗口期”，危废行业步入快速发展阶段。与诱人前景相对立，
危废处置行业的高技术壁垒、资质壁垒等也对很多企业规模资质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一个技术含量、门槛较高的行业，
危废处理有完整的产业链条，包括运输、处置、贮存、再处理、检测等环节。危废检测作为危废处置的关键环节之一，其重
要性不言而喻。三德环保是这一细分市场首家提出实验室全生命周期管理理念、并“懂样品、懂设备、懂管理”的企业。
报告期内，三德环保通过深入一线，挖掘行业需求，开始有针对性的立项研发，后续随着新产品的推出，有望逐步缓解
或解决客户痛点问题，为行业发展进步贡献力量。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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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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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

896,402,570.61

761,839,113.63

17.66%

651,384,507.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36,392,870.57

558,631,444.27

13.92%

503,981,166.34

2021 年

2020 年

384,503,341.18

319,449,175.61

20.36%

282,468,174.36

86,329,710.78

71,072,747.41

21.47%

44,022,342.02

75,100,017.52

46,890,979.23

60.16%

30,434,067.08

82,898,092.92

75,892,885.02

9.23%

76,324,397.6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186

0.3535

18.42%

0.217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171

0.3530

18.16%

0.21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57%

13.50%

1.07%

9.11%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72,284,081.79

96,571,885.43

95,968,342.73

119,679,031.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054,931.30

25,957,969.08

21,188,145.74

25,128,664.66

10,430,446.33

24,292,233.60

19,264,956.55

21,112,381.04

12,319,735.63

16,530,929.42

17,796,221.75

36,251,206.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年度报告披露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日前一个月末
13,883

普通股股东总

报告期末表决
12,866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数

持有特别表决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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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三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陈开和

境内自然人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33.55%

69,062,300

0

质押

11,300,000

7.17%

14,760,000

12,562,500

质押

3,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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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宇宙

境内自然人

5.84%

12,010,000

9,007,500

朱先富

境内自然人

5.39%

11,100,000

0

其他

4.30%

8,857,300

0

吴汉炯

境内自然人

2.25%

4,635,200

0

周智勇

境内自然人

1.94%

3,985,000

2,988,750

朱明轩

境内自然人

1.39%

2,850,700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2%

1,68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6%

1,367,5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诺安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湖南联晖科力远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长沙高新开发区和隆投资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质押

2,875,000

0

上述股东中，朱先富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朱先德之兄弟，朱先德系湖南三德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其他股东之间没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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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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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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