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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948                           证券简称：冠中生态                           公告编号：2021-039 

青岛冠中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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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中生态 股票代码 300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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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方杰 田纳纳 

办公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游云路 6 号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游云路 6 号 

电话 0532-58820001 0532-58820001 

电子信箱 zhangfangjie@greensum.com.cn tiannana@greensu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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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176,245.47 168,620,296.08 -5.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2,244,412.91 42,454,877.59 -24.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9,946,129.15 41,653,772.51 -28.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512,359.29 33,621,521.65 -175.8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 0.61 -60.6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 0.61 -60.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2% 10.02%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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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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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8,083,345.63 701,656,679.29 42.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49,604,643.45 467,085,072.99 60.4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1,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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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冠中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5.79% 50,115,750 50,115,750   

许剑平 境内自然人 8.78% 12,299,250 12,299,250   

于庆周 境内自然人 4.82% 6,750,000 6,750,000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10% 5,739,750 5,739,750   

青岛和容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97% 5,554,500 5,554,500   

中小企业发展基金

（深圳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94% 5,520,750 5,520,750   

青岛国信资本投资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3% 4,104,000 4,104,000   

潍坊市创新创业资

本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7% 2,760,375 2,760,375   

淄博创新资本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7% 2,760,375 2,760,375   

青岛博正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0% 2,380,500 2,380,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截至报告期末，李春林、许剑平夫妇直接和间接合计控制公司 50.24%的股份，为公

司实际控制人。许剑平直接持有公司 12,299,250 股股份、占公司报告期末总股本的

8.78%；李春林和许剑平通过冠中投资间接持有公司 50,115,750 股股份、占公司报告期

末总股本的 35.79%，通过和容投资间接控制公司 5,554,500 股股份、占公司报告期末总

股本的 3.97%，通过博正投资间接持有公司 2,380,500 股股份、占公司报告期末总股本的

1.70%。 

2、深创投持有中小企业基金 10.00%出资份额，并持有中小企业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和基金管理人深圳国中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9.00%的股权；深创投持有淄博创新

28.57%股权，并间接持有淄博创新基金管理人淄博创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61.75%股权；

深创投持有潍坊创新 32.00%股权，并间接持有潍坊创新基金管理人潍坊红土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 78.00%股权。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公司股东周腾华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50,118 股，实际持有 250,118 股。 

2、公司股东陈海艳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12,900 股，实际持有 212,900 股。 

3、公司股东曾兆琪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8,300 股外，还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22,250 股，实际持有 150,550 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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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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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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青岛冠中生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1〕162号）同意注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2,334万股,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青岛冠中生态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创业板上市的通知》（深证上〔2021〕223号）同

意，公司获准于 2021年2月25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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