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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30                               证券简称：华虹计通                               公告编号： 

上海华虹计通智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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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虹计通 股票代码 30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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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馨 王曦 

办公地址 上海市锦绣东路 2777 弄 9 号楼 上海市锦绣东路 2777 弄 9 号楼 

电话 021-31016917 021-31016917 

电子信箱 wenxin@huahongjt.com wangxi@huahongj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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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05,802.39 127,096,858.02 54.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277,547.93 3,450,206.03 81.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5,377,978.27 2,064,014.84 160.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4,105,023.42 -103,331,992.17 57.3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74 0.0205 8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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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74 0.0205 82.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3% 0.92% 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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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8,797,868.94 645,652,932.98 -1.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90,815,988.34 380,622,012.83 2.6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5,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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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华虹（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14% 43,030,704 0   

上海申腾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89% 4,950,000 0   

#薄闽生 境内自然人 2.16% 3,690,000 0   

#赵海 境内自然人 0.67% 1,143,200 0   

#刘在南 境内自然人 0.58% 1,000,000 0   

#张钢萍 境内自然人 0.47% 798,150 0   

周东海 境内自然人 0.41% 701,200 0   

章曙 境内自然人 0.41% 700,000 0   

董恒则 境内自然人 0.39% 669,786 0   

潘丰 境内自然人 0.39% 659,7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海华虹（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薄闽生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235,200 股外，还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454,8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3,690,000 股；公司股东

赵海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80,000 股外，还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863,2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143,200 股；公司股东刘在南通过普通证券

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0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000,000 股；公司股东张钢萍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666,050 股外，

还通过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32,1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798,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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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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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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营情况重大变化： 

本报告期，公司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坚持贯彻“立足‘云管端’一体化，为智慧城市数字化转型提供整体解决方案”的战略，一

方面，积极拓展传统AFC业务市场；另一方面，布局交通、园（厂）区和社区的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的解决方案。公司

持续加大核心技术的深耕和新技术的研发，保持公司的技术优势，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9,650.58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54.61%，公司持续盈利，实现净利润627.76万元，较上年

同期上升81.95%，主要原因是杭州7号线和无锡4号线项目按期实施和结算，主营业务地铁AFC项目营业收入增长43.39%；

智慧票务、智慧交通和化工区封闭式园区管理系统等项目也顺利实施，AFC以外的营业收入增长91.32%；此外，由于本报告

期项目进度不同导致采购付款相较于上年同期减少，同时公司加强对应收账款的催收和管理工作，本报告期经营性现金流量

净额为-4,410.50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57.32%。 

报告期内，持续推进轨道交通AFC系统业务，成功参与西安地铁16号线AFC项目建设，进一步巩固西安的地铁市场；轨交创

新方面取得积极进展，西安和苏州的智慧车站样板得到客户的高度认可，具备可复制性。完成崇明花博会票务和智慧交通系

统的开发与现场运维，为本届花博会圆满举办提供支撑保障；完成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天文馆三馆合一和浦东美术馆

的智慧票务系统，极大提升场馆的智慧服务能力；工业互联网业务领域，化工区全封闭管理解决方案走出上海，在长三角区

域成功复制。 

报告期内，公司获得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ISO14001）、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ISO27001）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

体系认证证书（ISO45001），为公司后续的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在内部管理方面，结合业务发展，将部分业务与职能

重新归并；大力提拔年轻干部，加大员工专业培训力度；持续推进公司信息化建设，提升工作效率；加大公司网络安全建设，

确保信息安全。 

2.其他重大事项： 

（1）2021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2021 年 4 月 16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21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的相关议案，本次发行对象为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华虹（集团）有限公司和董事会拟引入的战略投

资者上海松江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发行价格为人民币7.09元/股，发行的股票数量不超过28,208,744股（含

本数），拟募集资金不超过20,000.00万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2021年6月23日，公

司召开了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21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的相关议案，目前，中介机构正对

公司展开尽职调查。 

（2）投资建设新项目： 

2020年 2 月 17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购买土地使用权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

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在上海市松江区中山街道范围内购买土地面积约为 26 亩的土地使用权。2021 年 3 月 9 日，

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新项目的议案》，公司拟在上海市松江区中山工业园区

投资建设物联网应用研发生产园区，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华虹智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2021 年 6 月 17 日，

作为物联网应用研发生产园区项目实施主体，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华虹智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竞得上海市松江区规划和自然

资源局挂牌出让的松江区中山街道工业区 ZS-19-003 号（SJC10032 单元 06-05B）地块，并与上海市松江区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以上重要事项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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