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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11                              证券简称：鼎汉技术                         公告编号：2021-51 

北京鼎汉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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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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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鼎汉技术 股票代码 30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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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事务经理 

姓名 李彤 孙书瑾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十八区 2 号楼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十八区 2 号楼 

电话 010-83683366-8287 010-83683366-8222 

电子信箱 ir@dinghantech.com ir@dinghante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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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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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90,522,938.18 541,981,366.65 8.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411,686.81 24,847,726.57 -50.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9,897,767.85 5,708,004.00 73.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522,792.16 -36,215,291.84 129.0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22 0.0445 -50.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22 0.0445 -50.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4% 1.26%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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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5,453,320.08 3,302,210,961.75 1.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83,215,143.30 1,475,076,887.33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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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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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庆伟 境内自然人 13.14% 73,415,229 55,061,422 质押 53,940,000 

新余鼎汉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46% 64,043,895 0 质押 34,940,000 

广州轨道交通产业投资发展基金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9.12% 50,956,436 0   

阮寿国 境内自然人 2.50% 13,966,755 0 质押 13,940,482 

侯文奇 境内自然人 2.40% 13,413,816 0   

周屹 境内自然人 1.30% 7,255,8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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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晓新 境内自然人 1.15% 6,411,312 0   

上海力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力

驶基金 1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3% 5,740,600 0   

李宏庆 境内自然人 1.00% 5,611,621 0   

中阅资本管理股份公司-中阅产

业主题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境外法人 0.97% 5,431,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截至本报告期末，新余鼎汉电气科技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64,043,895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11.46％；顾庆伟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 73,415,229 股，同时持有新余鼎汉电气科

技有限公司 86.17%的股权，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新余鼎汉电气科技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4,940,001 股外，还通

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9,103,894 股，实际合

计持有 64,043,895 股；公司股东周屹通过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 7,255,800 股；公司股东柳晓新通过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411,312 股；公司股东上海力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力驶基业 1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740,600 股；公司股东李宏庆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5,611,021 股，还通过申万宏

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5,611,621 股；

公司股东中阅资本管理股份公司－中阅产业主题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长城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43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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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重要事项 

公司控股权变更事宜进展 

2020年12月28日，公司的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顾庆伟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新余鼎汉电气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新余

鼎汉”）与广州工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工控资本”）签署了《关于北京鼎汉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附生效条件的股

份转让协议》，新余鼎汉拟以协议转让方式向工控资本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57,261,665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0.25%），同

时，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广州轨道交通产业投资发展基金（有限合伙）(简称“广州轨交基金”)与工控资本签署《附生效条

件的表决权委托及一致行动协议》，广州轨交基金拟将其所持有的公司50,956,43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9.12%）对应的表

决权委托给工控资本并与其保持一致行动关系。  

工控资本是广州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产业投资平台，其实际控制人为广州市人民政府。广州工业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在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等领域具备良好的产业基础和技术积累。本次控股权

变更，一方面是响应《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

公司质量的意见》的精神，紧抓混合所有制改革为上市公司做优做强带来的历史机遇；另一方面公司可以更高效的抓住粤港

澳大湾区的轨道交通发展机会，推动公司业务发展。各方将积极发挥各自专长，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在轨道交通领域的核心

竞争力，为上市公司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注入强大动能。 

截止本报告披露，上述协议转让的57,261,665股股份已办理完成过户手续，同时工控资本与轨交基金签署的《附生效条

件的表决权委托及一致行动协议》已合法生效，工控资本拥有公司表决权比例为19.37%，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广州市人

民政府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公告索引： 

《关于收到<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暨控股权拟变更事宜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5） 

《关于收到工控资本<确认函>暨控股权拟变更事宜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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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股东股份协议转让申请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书面确认书暨公司控股权拟变更事宜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1-48） 

《关于控股权发生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49） 

 

 

北京鼎汉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顾庆伟 

                                                                             二〇二一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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