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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02                            证券简称：神州泰岳                            公告编号：2021-072  

北京神州泰岳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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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州泰岳 股票代码 30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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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加明 陈溶梦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甲 13号院1号楼 22

层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甲 13号院 1号楼 22

层 

电话 010-84927606 010-84927606 

电子信箱 IRM@ultrapower.com.cn IRM@ultrapowe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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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502,375.05 1,295,748,662.01 52.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3,814,341.11 87,214,565.60 76.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114,957,119.05 81,034,494.53 4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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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7,306,684.82 233,216,888.84 -66.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95 0.0448 77.4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95 0.0448 77.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4% 2.42%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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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3,326,970.37 5,190,170,901.31 1.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085,432,260.58 3,926,453,877.29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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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140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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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力 境内自然人 8.78% 172,191,092 133,210,503   

安梅 境内自然人 4.24% 83,232,652 62,424,489   

王宁 境内自然人 3.78% 74,129,644 71,781,459 质押 30,000,000 

上海宽渡资

产管理有限

公司－宽渡

星宇1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51% 29,600,000 0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06% 20,877,161 0   

杨磊 境内自然人 1.06% 20,868,027 0   

易方达基金

－中央汇金

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易方达基

金－汇金资

管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1.03% 20,237,200 0   

王雅莉 境内自然人 0.98% 19,254,893 0   

黄松浪 境内自然人 0.92% 18,026,400 0   

杜志军 境内自然人 0.91% 17,786,70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报告期内，自然人王宁先生、李力先生为一致行动人，系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021 年

8 月 13 日，王宁先生和李力先生签署《<协议书>之一致行动人解除协议》，双方一致行

动关系解除。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公司股东上海宽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宽渡星宇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普通证券账户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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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股份，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9,600,000 股，

实际合计持有 29,600,000 股。 

公司股东杜志军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885,200 股外，还通过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5,901,506 股，实际合计持有 17,786,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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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7年4月1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公司以自有资

金出资在北京市房山区设立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设立完成后，公司向新子公司增资不超过40,000万元，用于与

北京市房山新城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共同组建项目公司，通过参与招拍挂方式竞买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

FS00-LX10-0092等地块。FS00-LX10-0092等地块的土地权证已于2019年度办理完成。 

2021年3月26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参股公司北京创董创新实业有限公司股

权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泰岳阳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岳阳光”）将其持有的北京创董创新实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创董创新”）15.00%股权转让给北京长阳京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阳京源”）。2021年4月6日，创董创新完

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换发的《营业执照》。 

由于长阳京源未按照协议约定足额支付转让价款，且双方未能就后续土地房产估值达成共识，根据双方签署的《股权转

让协议》的10.3条规定，经双方友好协商终止该《股权转让协议》。2021年8月25日，创董创新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

换发的《营业执照》，截至目前，公司全资子公司泰岳阳光仍持有创董创新15%的股权。 

2、2021年2月3日，公司向深交所申请中止审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因公司参股公司创董创新具有房地产开

发资质，公司间接持有创董创新15.00%的股权，公司拟转让持有的创董创新的全部股权，公司经与相关中介机构审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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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申请中止审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事项，并计划于三个月内完成前述股权转让事项，拟待完成前述股权转让事

项后，继续推进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相关工作。2021年2月4日，公司收到深交所同意中止审核的回复。 

2021年4月19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议案》，综合考虑资本市场环境的变化，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发展规划、自身融资需求等因素，

公司决定终止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并向深交所申请撤回相关申请文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19日在巨

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1年4月21日，公司收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终止对北京神州泰岳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审核的

决定》（深证上审〔2021〕130号）。深交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第十九条、《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第六十七条的有关规定，决定终止对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3、2021年3月3日，公司完成了法定代表人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已变更登记为冒大卫先生并取得了

换发的《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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