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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51                           证券简称：金时科技                           公告编号：2020-059 

四川金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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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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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时科技 股票代码 002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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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思凯 杨芹芹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泉驿区）

车城西三路 289 号 

四川省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泉驿区）

车城西三路 289 号 

电话 028-68618226 028-68618226 

电子信箱 jszq@jinshigp.com jszq@jinshigp.com 

2、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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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274,805,925.56 236,959,206.13 15.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4,430,662.88 58,899,963.98 26.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73,983,608.54 57,183,036.49 29.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3,685,200.52 196,193,515.10 -36.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15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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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15 2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54% 5.17%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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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5,880,971.85 1,522,266,814.31 0.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96,914,121.57 1,323,733,458.69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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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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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彩时集团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65.84% 266,666,667 266,666,667   

深圳前海彩

时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46% 66,666,667 66,666,667 质押 50,600,000 

深圳方腾金

融控股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9% 9,285,663 0   

成都金时众

志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中

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3% 2,549,533 0   

戴来娣 境内自然人 0.41% 1,673,000 0   

王娣 境内自然人 0.30% 1,220,400 0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21% 859,832 0   

上海迎水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迎水

东风1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21% 831,200 0   

李芳芳 境内自然人 0.19% 770,226 0   

洪文晖 境内自然人 0.18% 718,89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前十名股东中，彩时集团有限公司和深圳前海彩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互为关联方，彩

时集团有限公司为李文秀、李海坚、李海峰控制的企业，深圳前海彩时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为李海坚控制的企业，李文秀、李海坚、李海峰为一致行动人； 

2.除上述情况之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1.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戴来娣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673,000 股；上海迎

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迎水东风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831,200 股；李芳芳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770,226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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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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涉及资产负债表“合同资产”和“合同负债”项目。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四川金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海坚 

2020 年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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