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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70                           证券简称：汉得信息                           公告编号：2021-078 

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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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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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得信息 股票代码 300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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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雁冰 卢娅、于培培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汇联路 33 号 上海市青浦区汇联路 33 号 

电话 021-67002300 021-50177372 

电子信箱 motton.shen@hand-china.com investors@vip.hand-ch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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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8,710,546.19 1,189,116,775.70 12.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1,708,015.32 25,552,603.94 24.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45,110,394.70 9,046,872.10 -598.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0,772,573.03 70,321,113.80 -314.4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62 0.0291 24.4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26 0.0291 12.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5% 0.83%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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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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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81,219,820.42 5,217,577,254.22 -4.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328,062,523.66 3,311,530,422.44 0.5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52,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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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迪清 境内自然人 7.92% 69,983,300 52,487,475 质押 33,543,300 

范建震 境内自然人 7.92% 69,983,148 0 质押 25,851,800 

北京百度网讯

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28% 46,655,483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05% 9,252,194 0   

石胜利 境内自然人 0.69% 6,100,000 0   

邓辉 境内自然人 0.64% 5,638,202 0   

杨虹 境内自然人 0.40% 3,570,000 0   

陈志骏 境内自然人 0.35% 3,072,000 42,000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博时价

值臻选两年持

有期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32% 2,869,300 0   

吴晓通 境内自然人 0.32% 2,815,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陈迪清、范建震二者为一致行动人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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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石胜利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500,000 股外，还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6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无限售流通股 6,100,000 股。 

股东邓辉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433,902 股外，还通过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204,300 股，实际合计持有无限售流通股 5,638,202 股。 

股东杨虹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000,000 股外，还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57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无限售流通股 3,5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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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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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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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转换公司

债券 
汉得转债 123077 2020 年 11 月 23 日 2026 年 11 月 22 日 93,702.38 

第一年为：0.46%； 

第二年为：0.70%； 

第三年为：1.10%； 

第四年为：1.65%； 

第五年为：2.31%； 

第六年为：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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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率 33.33% 36.68%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3.48 5.59 

三、重要事项 

1. 2021年4月2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根据实际生产经营需要，预计2021年将分别

与上海甄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甄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

及其关联方签署多笔服务分包合同、委托开发合同等业务合作合同，交易内容主要包括软

件实施、软件销售等。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3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之《关于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2）。 

2. 2021年5月14日，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为

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提高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

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公司根据募投项目进度安排和资金投入计划，对最高额度不超

过人民币45,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银行

等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5月14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之《关于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9）。 

3. 2021年5月1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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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前提下使用

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的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5月

14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之《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60）。 

4.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1年5月14日召开的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当时总股本 884,016,939 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

已回购的 7,000,018 股后的股本 877,016,92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

利 0.3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实际参与现金分红的股数×每10股现金分

红金额÷10 股=877,016,921×0.3÷10=26,310,507.63 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5月20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之《关于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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