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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15                                证券简称：诺普信                     公告编号：2021-059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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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常青 独立董事 工作安排 李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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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普信 股票代码 00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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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谋钧 何彤彤 

办公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水库路 113 号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水库路 113 号 

电话 0755-29977586 0755-29977586 

电子信箱 npx002215@126.com npx002215@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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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3,839,799.75 2,532,714,315.44 2.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03,193,790.72 272,891,469.49 11.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281,960,488.36 260,796,947.05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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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69,888,140.46 -352,918,292.14 -61.4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72 0.3035 11.1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07 0.3035 8.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89% 12.27% 下降 0.38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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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73,356,309.66 5,971,465,348.24 3.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10,906,681.06 2,350,516,687.86 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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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44,51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参见注 8） 
0 

持股 5%以上的普通股股东或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例 

报告期末持

有的普通股

数量 

报告期内增

减变动情况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普通股数

量 

持有无限售

条件的普通

股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卢柏强 
境内自

然人 
27.03% 

246,944,91

5 
0 

185,208,

686 
61,736,229 质押 

161,822,

532 

深圳市诺普信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8.69% 79,441,832 0 0 79,441,832 质押 
63,323,4

66 

西藏林芝润宝盈信

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77% 25,343,186 0 0 25,343,186     

卢翠冬 
境内自

然人 
1.86% 17,013,564 0 0 17,013,564     

广州市玄元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玄元

科新 63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46% 13,328,100 4,128,100 0 13,328,100     

王庆和 
境内自

然人 
1.09% 10,000,000 3,345,763 0 10,000,000     

上海嘉恳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嘉恳兴

丰 8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91% 8,300,000 6,364,200 0 8,300,000     

上海嘉恳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嘉恳兴

丰 4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78% 7,117,426 3,887,426 0 7,117,426     

上银瑞金资本－上

海银行－卢柏强 
其他 0.67% 6,084,323 0 0 6,084,323     

曾纪锋 
境内自

然人 
0.66% 6,025,400 -64,900 0 6,02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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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二、第三大股东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卢柏强先生、卢叙安先生、卢翠冬女士、卢翠珠女士和

卢丽红女士控制的企业。公司其他发起人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1、深圳市诺普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展融资融券业务，将持有的

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4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3%）转入诺普信控股在中信建投开立的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中，该部分股份的所有权未发生转移。2、西藏林芝润宝盈信实业投资

有限公司与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开展融资融券业务，将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25,343,186

股转入润宝盈信在华福证券开立的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中，该部分股份的所有权未发生转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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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产业基金投资广东诺禾 

公司于2021年5月14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

产业基金增资公司三级子公司广东诺禾的议案》。 

广东诺普信一创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产业基金”）拟与公

司及公司三级全资子公司广东诺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诺禾”或“标的公

司”）等共同签署《广东诺普信一创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深圳百盛农业科

技服务有限公司及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标的公司广东诺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之

投资协议》（内容详见公告编号：2021-033）。 

产业基金拟出资8,000万元人民币增资标的公司，其中4,803.9216万元人民币计入注册资

本，其余3,196.0784万元人民币作为广东诺禾的资本公积金。公司同意上述增资，并放弃对

上述增资的优先认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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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资金于2021年7月12日到账，目前正在办理工商变更中。 

2、受让广垦太证基金份额 

2021年7月21日，公司与相关方签署基金份额受让协议（内容详见2021年7月2日巨潮资讯

网关于公司受让产业基金财产份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5），目前正在办理相关工商

备案手续。广东广垦太证农业供给侧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1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81,065.31 80,325.29 

负债总额 3.49 0 

净资产 81,061.82 80,325.29 

项 目 2021年1-6月（未经审计） 2020年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923.09 2,361.82 

净利润 736.52 1,653.78 

注：2020年年报数据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3、出让参股公司 

公司于 2021年 6月 30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关于

转让参股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聚焦公司战略发展，公司拟将持有三农盛世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 26%的股权全

部对外转让（详细内容请见 2021年 7月 2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3）。公司已与相关方签

署协议并收到第一笔转让款，工商变更正在办理中。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总经理/法定代表人：高焕森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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