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胜智能  300882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1 

证券代码：300882                             证券简称：万胜智能                             公告编号：2021-058 

浙江万胜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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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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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胜智能 股票代码 300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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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东滨 谢君珍 

办公地址 浙江省天台县福溪街道兴业东三街 15号 浙江省天台县福溪街道兴业东三街 15号 

电话 0576-83999882 0576-83999882 

电子信箱 irm@wellsun.com irm@wellsu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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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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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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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002,576.60 264,388,830.11 264,388,830.11 -8.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8,716,493.33 45,672,856.36 45,672,856.36 -15.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34,431,651.26 40,381,158.47 40,381,158.47 -14.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2,562,475.54 -68,456,685.34 -68,456,685.34 -35.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39 0.30 -3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39 0.30 -3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9% 11.29% 11.29%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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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3,987,768.35 1,100,562,299.65 1,100,562,299.65 -6.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04,094,911.43 812,554,438.10 812,554,438.10 -1.04% 

注：报告期内，公司实施完成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合计转增股本 47,176,020

股，公司总股本由 157,253,400 股增加至 204,429,420 股。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按公司最新股本重新计算，公司 2020

年基本每股收益由 0.39 元变更为 0.30 元，稀释每股收益由 0.39 元变更为 0.30 元。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7,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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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万胜控

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3.30% 108,970,589 108,970,589   

天台县万胜

智和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23% 16,822,000 16,822,000   

邬永强 境内自然人 4.11% 8,411,765 8,411,765   

周华 境内自然人 4.11% 8,411,764 8,411,764   

张建光 境内自然人 3.18% 6,503,000 6,500,000   

周宇飞 境内自然人 1.03% 2,102,941 2,102,941   

陈金香 境内自然人 1.03% 2,102,941 2,102,941   

周军杰 境内自然人 0.55% 1,124,250 0   

马午龙 境内自然人 0.23% 479,16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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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家昌 境内自然人 0.21% 439,44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周华、周宇飞系兄弟关系，周华、周宇飞与陈金香系母子关系，邬永强系

陈金香女婿、周华及周宇飞姐妹之配偶；邬永强和周华为一致行动人。除前述情况外，

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 

公司股东周军杰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759,850股，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64,4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124,250 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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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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