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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62                               证券简称：上海瀚讯                         公告编号：2021-049 

上海瀚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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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瀚讯 股票代码 300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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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小华 谭云飞 

办公地址 上海市长宁区金钟路 999 号 4 幢 601 室 上海市长宁区金钟路 999 号 4 幢 601 室 

电话 021-62386622 021-62386622 

电子信箱 Info_disclosure@jushri.com Info_disclosure@jushr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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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791,741.16 115,257,535.94 48.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792,822.97 -13,160,926.09 265.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2,469,444.98 -16,558,707.87 175.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5,651,853.24 -30,580,647.46 445.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87 -0.0617 19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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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86 -0.0617 194.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1% -1.09%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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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4,425,055.60 1,887,630,478.50 53.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85,163,282.90 1,376,763,199.51 73.2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7,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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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双由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45% 76,220,528 28,582,698 质押 19,277,504 

上海力鼎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56% 41,394,201 15,522,825 质押 13,025,323 

中金佳讯（天

津）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72% 30,254,608 11,345,478   

上海联和投资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28% 20,697,101 7,761,413   

中国科学院上

海微系统与信

息技术研究所 

国有法人 5.28% 20,697,101 7,761,413   

上海军民融合

产业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2.51% 9,846,154 9,846,154   

上海联新二期

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66% 6,511,065 -3,017,343   

鲍银胜 境内自然人 1.49% 5,856,549 5,856,549   

杜水萍 境内自然人 1.45% 5,695,466 2,471,342   

赵辉 境内自然人 1.31% 5,149,128 1,930,92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股东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东上海联新二期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44%的合伙份额。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杜水萍通过普通股账户持有 169,060 股，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5,526,406 股，合计持有

5,695,466 股；股东赵辉通过普通股账户持有 0 股，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5,149,128 股，合计

持有 5,149,128 股；股东鲍银盛通过普通股账户持有 56,560 股，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5,799,989

股，合计持有 5,856,549 股；股东叶龙华通过普通股账户持有 0 股，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3,464,000 股，合计持有 3,464,000 股；股东刘鹏通过普通股账户持有 780,000 股，信用证

券账户持有 2,528,000 股，合计持有 3,30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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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月14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上海瀚讯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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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号）同意注册，上海瀚讯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30,769,230股，每股面值1元，发行价为每股人

民币32.5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999,999,975.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6,686,999.59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93,312,975.41元。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2021年4月22日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

了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1]第ZA90452号《验资报告》。公司已就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向中登公司申请登记，

登记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增至244,968,73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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