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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962                       证券简称：中金辐照                            公告编号：2021-047  

中金辐照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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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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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金辐照 股票代码 300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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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先刚 曹婷 

办公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东晓街道绿景社区布吉路

1028 号中设广场 B 栋 19 层 

深圳市罗湖区东晓街道绿景社区布吉路

1028 号中设广场 B 栋 19 层 

电话 0755-25177083 0755-25177228 

电子信箱 ir@zjfzgroup.com ir@zjfzgro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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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347,563.20 112,426,661.13 31.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2,804,172.82 24,560,549.97 115.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47,905,659.83 23,515,359.25 103.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8,958,590.21 57,924,775.70 10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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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86 0.1240 84.3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86 0.1240 84.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71% 3.89%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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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279,685.79 730,072,786.50 32.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11,237,890.92 601,175,030.08 34.9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34,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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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黄金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4.20% 143,099,938 143,099,938   

浙江世元贵

金属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9.60% 25,353,573 25,353,573 

质押 25,353,573 

冻结 25,353,573 

共青城鑫卫

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 3.20% 8,460,000 8,460,000   

杭州中证大

道嘉湖股权

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

伙） 

其他 2.71% 7,153,943 7,153,943   

杭州英琦汇

洋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2.71% 7,153,943 7,153,943   

共青城鑫刚

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 2.57% 6,780,000 6,780,000   

程道铿 境内自然人 0.44% 1,153,800 0   

赵伟尧 境内自然人 0.37% 978,762 0   

赵文成 境内自然人 0.21% 553,379 0   

张晓兰 境内自然人 0.13% 338,3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流通股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人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股东赵伟尧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978762 股，合计持有 978762 股；

股东赵文成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56200 股，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297179 股，合计持有 553379

股；股东赵立峰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336900 股，合计持有 336900

股；股东赵佳萍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247581 股，合计持有 247581

股；股东杨武成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71200 股，合计持有 171200

股；刘明远股东赵佳萍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32700 股，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8800 股，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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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 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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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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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同意中金辐照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49 号）

同意注册，公司于2021年4月9日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6,600.05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 

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3.40 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2,440.17 万元，扣除承销费和发行费用人民币2,490.27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9,949.9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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