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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84           证券简称：蓝海华腾               公告编号：2021-072 

深圳市蓝海华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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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本半年度报告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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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海华腾 股票代码 300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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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亚惠 苏积海 

办公地址 

深圳市光明区玉塘街道田寮社区

光明高新园区东侧七号路中科诺

数字科技工业园厂房 301、401、
1101 

深圳市光明区玉塘街道田寮社区

光明高新园区东侧七号路中科诺

数字科技工业园厂房 301、401、
1101 

电话 0755-27657465 0755-27657465 

电子信箱 information@v-t.net.cn information@v-t.ne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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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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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元） 253,292,272.73 187,789,807.97 34.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1,387,265.26 28,521,117.84 10.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28,408,366.53 19,710,388.26 44.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99,081,589.08 63,204,968.94 56.7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09 0.1371 10.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09 0.1371 10.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0% 5.07%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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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5,577,056.50 1,048,090,012.51 13.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603,022,565.49 600,078,655.73 0.4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7,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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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文渊 
境内自然

人 
15.05% 

31,294,22

4 
23,883,168   

徐学海 
境内自然

人 
7.90% 

16,434,84

8 
12,491,136 质押 2,310,000 

平潭蓝海华腾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77% 9,914,100 0   

姜仲文 
境内自然

人 
4.40% 9,156,972 6,867,729   

傅颖 
境内自然

人 
4.20% 8,739,600 6,585,525   

时仁帅 
境内自然

人 
2.89% 6,006,619 5,127,464 质押 2,429,453 

王洪妹 
境内自然

人 
2.78% 5,784,500 0   

平潭蓝海中腾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55% 3,215,500 0   

#上海通怡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1.12% 2,335,6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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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怡桃李 7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黄主明 
境内自然

人 
0.94% 1,950,000 0 质押 1,501,51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1、 自然人股东邱文渊能够控制平潭蓝海华腾投资有限公司，与平潭蓝海

华腾投资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2、 自然人股东邱文渊能够控制平潭蓝海中腾投资有限公司，与平潭蓝海

中腾投资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3、 因自然人股东邱文渊能够控制平潭蓝海华腾投资有限公司、平潭蓝海

中腾投资有限公司，因此邱文渊、平潭蓝海华腾投资有限公司、平潭蓝海

中腾投资有限公司存在一致行动关系，邱文渊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4、 除上述说明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情况。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

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公司股东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怡桃李 7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335,6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33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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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邱文渊 

变更日期 2021 年 03 月 25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1 年 03 月 27 日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邱文渊 

变更日期 2021 年 03 月 25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1 年 03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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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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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事项 

无 

 

 

深圳市蓝海华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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