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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20                           证券简称：韵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1-073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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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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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韵达股份 股票代码 00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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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勤 杨红波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盈港东路 6679 号 上海市青浦区盈港东路 6679 号 

电话 021-39296789 021-39296789 

电子信箱 ir@yundaex.com ir@yundae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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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08,601,921.73 14,317,620,806.97 27.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46,429,084.69 681,000,325.20 -34.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90,967,356.80 559,453,074.90 -30.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0,487,698.72 330,652,992.92 -1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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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24 -37.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0.24 -37.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6% 4.93% 下降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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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72,792,664.18 29,500,766,142.95 5.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907,020,861.80 14,377,889,835.81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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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633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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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罗颉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1.99% 1,510,552,788  质押 391,765,700 

上海丰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25% 123,536,91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17% 92,128,013    

聂腾云 境内自然人 2.77% 80,361,697 60,271,273   

黄新华 境内自然人 2.34% 67,846,635  质押 52,850,000 

杭州阿里巴巴创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9% 57,883,280    

宁波招银成长拾号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5% 56,620,09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27% 37,000,00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

合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LOF） 

其他 1.06% 30,679,29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

合润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4% 27,377,50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述十大股东中上海罗颉思、聂腾云、上海丰科系一致行动人，存在关联

关系，其他上述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股东上海罗颉思通过广发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7,000,000 股公司股票，通

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473,552,788 股，合计持有 1,510,552,788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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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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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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韵达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 2020年度

第一期中期票据

(疫情防控债) 

20韵达股份

( 疫情防控

债)MTN001 

102000352.IB 2020 年 03 月 12 日 2023 年 03 月 16 日 50,000 3.60 

韵达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 2020年度

第二期中期票据 

20韵达股份
MTN002 

102000855.IB 2020 年 04 月 23 日 2023 年 04 月 27 日 100,000 3.10 

韵达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 2020年度

第三期中期票据 

20韵达股份
MTN003 

102001981.IB 2020 年 10 月 22 日 2023 年 10 月 26 日 50,000 3.99 

韵达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 2021年度

第一期中期票据

(乡村振兴) 

21韵达股份

MTN001(乡

村振兴) 

102101013.IB 2021 年 05 月 31 日 2023 年 06 月 02 日 50,000 3.64 

韵达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 2021年度

第二期中期票据

(高成长债) 

21韵达股份

MTN002(高

成长债) 

102101402.IB 2021 年 07 月 26 日 2024 年 07 月 28 日 50,000 3.8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51.91% 50.99%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3.97 30.71 

三、重要事项 

1、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认购德邦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2021年1月24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作为战略投资者认购德邦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

变更认购主体相关事项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现金认购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

全部A股股票的事项，2021年4月，公司认购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完

成股份登记，公司以现金方式认购德邦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66,957,470股，认购价格9.17元/股，公司认购股款总额为

人民币613,999,999.90元，本次认购完成后，公司占德邦股份发行后总股本比例6.52%，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3日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4 

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作为战略投资者认购德邦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1-024）； 

2、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事项 

2021年5月17日，公司召开的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及2021年6月8日召开的2021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5月18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39）以及《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 

3、2021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乡村振兴）发行完成 

2021年5月31日-2021年6月1日，公司发行了2021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金额为人民币5亿元，募集资金已于2021年6

月2日全部到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3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1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乡村振兴）发行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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