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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90                             证券简称：诚志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5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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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志股份 股票代码 000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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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远刚 李坤 

办公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玉屏东大街

299 号清华科技园（江西）华江大厦  

江西省南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玉屏东大街

299 号清华科技园（江西）华江大厦  

电话 0791-83826898 0791-83826898 

电子信箱 caoyuangang@thcz.com.cn likun@thcz.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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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2,363,245.19 3,980,131,140.83 60.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38,730,738.74 -206,260,431.96 458.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28,555,580.07 -200,145,237.73 464.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15,885,671.17 59,212,448.20 1,446.7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079 -0.1697 45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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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079 -0.1697 458.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8% -1.29% 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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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99,576,542.88 24,412,388,516.82 2.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309,016,500.71 16,487,191,786.71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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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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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志科融控股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90% 374,650,564 374,650,564   

清华控股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5.30% 191,677,639 191,677,639   

北京金信卓华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44% 93,211,213 93,211,213   

深圳万容控股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57% 69,825,977 69,825,977 质押 69,825,977 

珠海融文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90% 48,917,900 48,917,900   

芜湖华融渝创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64% 45,626,773 45,626,773 质押 32,502,580 

肖燕丽 境内自然人 3.29% 41,171,200 41,171,200   

共青城智随善

同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67% 33,410,864 33,410,864   

鹰潭市经贸国

有资产运营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8% 8,565,706 8,565,706   

珠海志德股权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4% 7,967,152 7,967,152 质押 7,967,15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诚志科融为清华控股下属子公司，金信卓华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北京金信融达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清华控股间接控股子公司持有北京金信融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5%的股权且为其

并列第一大股东，且清华控股下属子公司通过金信卓华间接参与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部分股份。除此之外，公司不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不知其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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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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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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诚志股份有

限公司 2017

年非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17 诚志债 114251 2017 年 10 月 26 日  2022 年 10 月 26 日  80,000 5.8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流动比率 1.48 1.10 0.38 

资产负债率 27.50% 31.60% -4.10% 

速动比率 1.18 0.86 0.32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72,855.56 -20,014.52 464.01% 

EBITDA 全部债务比 28.34% 4.79% 23.55% 

利息保障倍数 8.72 -0.56 1,657.14%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10.15 1.19 752.94%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1.6 1.57 638.85%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三、重要事项 

1、公司于2019年9月5日接诚志科融通知，清华控股拟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诚志科融100%

股权，并已对上述转让事项进行了信息预披露。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清华控股筹划转让诚志科融控股权的
事项正按照相关部委和清华大学的统一部署进行。若该转让实施完成，可能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变化。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项股权转让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2018年5月3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发起设立健康保险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4），拟
与福州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8家公司共同发起设立诚志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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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核准为准)，后由于参与发起设立的股东结构调整，诚志健康保险筹备组经与包括公司在内的各方投资人

协商，诚志健康保险注册资本仍拟定为10亿元，但是对健康保险公司的股权结构进行调整，并重新签订了
《诚志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拟设）股份认购协议》，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12月6日披露的《诚志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发起设立健康保险公司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85）。为进一步开展相关前期筹备

工作，成立诚健保（北京）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其他相关材料已由健康险筹备组上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审批。截至本报告期，项目申请尚无进展。 

3、2020年7月3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20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追加申购华德新

机遇基金份额的议案》，董事会同意以公司自有资金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追加申购华德新机遇的基金份额。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现已完成追加投资4.6亿元。 

4、自与大连西中岛石化产业园区管委会和空气化工产品（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签署《工业气体项目

联产甲醇制烯烃项目投资框架协议》以来，公司对项目的工艺路线、产品市场及定价机制开展了深入调研，

并就此与园区和潜在客户进行了多轮交流。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该项目尚无进展。 

5、2020年8月24日，公司披露《关于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0-069），截至本报告期，尚无进展。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龙大伟 

                                                                 2021年7月27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1）债券基本信息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三、重要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