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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17                          证券简称：网宿科技                          公告编号：2021-060 

网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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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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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宿科技 股票代码 30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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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丽萍 魏晶晶 

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斜土路 2899 号光启文化广

场 A 幢 5 楼 

上海市徐汇区斜土路2899号光启文化广场

A 幢 5 楼 

电话 021-64685982 021-64685982 

电子信箱 wangsudmb@wangsu.com wangsudmb@wangs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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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4,805,588.45 3,066,599,009.39 -32.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1,284,594.44 176,789,576.62 -48.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8,912,469.10 157,266,576.07 -1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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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90,961,710.40 411,798,988.70 -5.0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73 0.0726 -48.6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72 0.0722 -48.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5% 2.03% 减少 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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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58,388,453.65 10,160,745,437.56 1.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749,251,181.27 8,694,553,134.66 0.6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25,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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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宝珍 境内自然人 10.67% 261,062,924 0   

刘成彦 境内自然人 8.27% 202,507,029 151,880,272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兴

全趋势投资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

等 
1.77% 43,415,919 0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兴

全新视野灵活

配置定期开放

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

等 
1.37% 33,430,000 0   

深圳市泰润海

吉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泰润

天玺 1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

等 
1.01% 24,707,400 0   

深圳市泰润海

吉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泰润

惠鑫 1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

等 
0.99% 24,189,712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其他 0.93% 22,796,095 0   

储敏健 境内自然人 0.84% 20,529,728 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

夏中证 5G 通信

主题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

等 
0.81% 19,710,960 0   

王治富 境内自然人 0.58% 14,292,32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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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2018 年 7 月 16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一致行动人协议到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4），

陈宝珍女士、刘成彦先生于 2015 年 7 月 17 日签署的《一致行动人协议》于 2018 年 7 月

16 日到期，经双方友好协商，决定到期后即自动终止，不再续签，双方解除一致行动关系。

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深圳市泰润海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泰润天玺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 24,707,400 股；深圳市泰润海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泰润惠鑫 1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4,189,712 股；股东王治富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 14,292,322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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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无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无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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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上半年，公司紧紧围绕发展战略，在CDN和IDC等成熟业务的基础上，积极进行向“云安全”与“边缘计算”方

向的革新，在战略布局、业务规划、组织能力等多方面进行调整。在业务拓展方面，公司持续巩固CDN、IDC等成熟业务的

高质量发展，加快对云安全、云计算等新业务的拓展；坚持技术创新，聚焦重点业务方向的研发投入，上半年公司研发投入

2.16亿元，占营业收入的10.52%；深入推进全球化战略，构建了以亚太为中心的全球化研发、销售平台。 

2021年第二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1,654.71万元，环比第一季度的103,825.85万元基本保持稳定，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4,942.46万元，环比第一季度增长18.07%。2021年上半年整体来看，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05,480.56万元，比

去年同期下降32.99%。公司整体营业收入同比下降主要系CDN业务的影响，云安全、云计算等新业务正在加快拓展，收入

规模继续保持增长。影响CDN业务收入的主要因素为：一方面，去年同期，疫情推动了互联网流量增长从而带动对CDN业

务的需求，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影响逐步减少；另一方面，对于CDN业务，公司仍然是平衡收入与利润的市场策略，

战略性放弃一部分业务量，对公司营业收入带来直接影响。但上半年公司整体毛利率同比提升了0.9个百分点。2021年上半

年，公司实现营业利润8,486.08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61.40%；利润总额8,581.34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52.11%；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128.46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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