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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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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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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测导航 股票代码 30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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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云 田雪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高泾路 599 号 D 座 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高泾路 599 号 D 座 

电话 021-64950939 021-64950939 

电子信箱 huace@huace.cn huace@hua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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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4,062,533.78 479,168,146.04 78.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9,494,813.74 53,505,635.05 104.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80,186,490.19 35,458,548.30 126.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6,641,228.04 -39,839,633.72 -142.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17 0.1588 10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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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01 0.1571 103.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38% 5.23%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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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4,674,197.77 1,924,036,256.36 52.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74,853,949.59 1,085,390,421.26 81.9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8,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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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延平 境内自然人 21.73% 81,933,661 61,450,246 质押 12,751,900 

宁波上裕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10% 49,385,820 0 质押 14,376,000 

北京太行大业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29% 46,350,435 0 质押 11,532,000 

宁波尚坤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6.27% 23,643,566 0 质押 6,612,000 

朴东国 境内自然人 1.86% 7,025,074 5,268,805 质押 2,328,000 

王向忠 境内自然人 1.44% 5,446,550 4,084,912   

上海希瓦私募基金

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希瓦小康精

选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08% 4,070,000 0   

广发信德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8% 3,318,262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0.87% 3,276,647 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

三组合 
其他 0.77% 2,887,209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北京太行大业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受赵延平控制的企业（赵延平持有大业投资 97%

的股权）；宁波上裕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赵延平拥有主要权益的有限合伙企

业（赵延平持有上裕投资 51.99%的权益比例），另赵延平之配偶杨云持有上裕投资 3.78%

的权益比例；宁波尚坤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发行人股东王向忠、朴东国拥有

主要权益的有限合伙企业（王向忠持有尚坤投资 47.4%的权益比例、朴东国持有尚坤投资

33.33%的权益比例）。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北京太行大业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1,350,435 股外，通过

广发证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5,0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46,350,435 股。 

注：以上均为 2021 年 7 月 9 日的股东及股份数量。公司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于 2021 年 6 月 18 日到达公

司账户，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5 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并

于 2021 年 7 月 9 日完成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手续。为保持与财务报表的一致性，本摘要所涉及均为 2021 年 7 月 9 日的股东

及股份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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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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登记上市 

2021年1月25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关于同意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04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本次发行时间为2021

年6月10日，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最终确定发行对象为20家，实际发行股份数量为30,745,580股，发

行价格为26.02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799,999,991.60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785,009,211.13元。本次发行
股份已于2021年7月9日登记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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