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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59               证券简称：中孚信息              公告编号：2021-064 

中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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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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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孚信息 股票代码 300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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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强 刘宁 

办公地址 
济南市高新区经十路 7000 号汉峪金谷

A1-5 号楼 25 层 

济南市高新区经十路 7000 号汉峪金谷

A1-5 号楼 25 层 

电话 0531-66590077 0531-66590077 

电子信箱 ir@zhongfu.net ir@zhongfu.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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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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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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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103,450.62 175,743,649.57 106.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14,627.97 -13,807,863.85 113.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2,326,693.57 -18,941,750.49 34.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1,352,333.39 -83,279,324.76 -9.6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7 114.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7 114.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8% -2.43% 上升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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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5,190,314.04 1,927,143,704.88 -4.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27,355,092.58 1,537,041,810.74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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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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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报告期末持

股数量 

报告期内增

减变动情况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持有无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魏东晓 境内自然人 27.75% 62,913,101 0 47,184,826 15,728,275   

陈志江 境内自然人 13.95% 31,619,428 -658,500 24,208,446 7,410,982   

厦门中孚普益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54% 8,026,370 -66,800 0 8,026,370   

孙强 境内自然人 1.80% 4,071,408 0 3,053,556 1,017,852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

二零二组合 
其他 1.50% 3,410,047 -2,456,064 0 3,410,04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华夏创新前

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25% 2,840,725 1,072,198 0 2,840,72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华夏创业板

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6% 2,626,285 1,084,489 0 2,626,28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境外法人 1.14% 2,590,877 1,043,756 0 2,590,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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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万海山 境内自然人 0.96% 2,180,654 -7,500 0 2,180,654   

李胜 境内自然人 0.94% 2,125,100 30,000 0 2,125,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上述股东涉及委托/受托表决权、

放弃表决权情况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涉及委托/受托表决权、放弃表决权情况。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 

种类 
数量 

魏东晓 15,728,275 人民币普通股 15,728,275 

厦门中孚普益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8,026,370 人民币普通股 8,026,370 

陈志江 7,410,982 人民币普通股 7,410,982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二组合 3,410,047 人民币普通股 3,410,04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夏创新前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840,725 人民币普通股 2,840,72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夏创业板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2,626,285 人民币普通股 2,626,28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590,877 人民币普通股 2,590,877 

万海山 2,190,154 人民币普通股 2,190,154 

李胜 2,140,800 人民币普通股 2,140,80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三组合 2,021,924 人民币普通股 2,021,924 

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

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

前 10 名股东之间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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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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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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 

 

 

中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魏东晓  

                       2021 年 8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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