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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09                             证券简称：云鼎科技                             公告编号：2021-043 

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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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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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半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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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鼎科技 股票代码 00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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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波 贺业峰 

办公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工业南路 57-1号高新万达 J3

写字楼 

山东省济南市工业南路 57-1号高新万达 J3

写字楼 

电话 0531-88550409 0531-88550409 

电子信箱 stock000409@126.com stock000409@126.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28,786,641.53 1,851,136,726.91 -93.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204,652.93 29,970,046.16 -55.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2,683,331.44 -32,515,447.16 13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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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466,076.06 -124,294,742.86 90.7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58 0.0587 -56.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58 0.0587 -56.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1% 5.31%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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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148,164.67 996,444,595.76 -6.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13,284,082.23 499,437,136.15 2.7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4,013 户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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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6.71% 85,356,551 75,043,808 — — 

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85% 55,455,947 0 — —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0% 12,779,411 0 — — 

北京志开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志开汇融 2 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36% 12,082,511 0 — — 

池州市东方辰天贸易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31% 11,803,126 11,803,126 — — 

山东省地矿测绘院 国有法人 1.97% 10,052,623 10,052,623 — — 

齐兵 境内自然人 1.17% 6,000,000 6,000,000 — — 

朱笛 境内自然人 0.41% 2,100,971 0 — — 

李婷婷 境内自然人 0.40% 2,065,779 0 — — 

莱州东海神龙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9% 2,000,000 0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北京志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志开汇融 2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为一致行动人。 

2.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3.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股东朱笛通过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71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100,900 股，合计持有公

司股份 2,100,971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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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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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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下能源转型要求、碳达峰、碳中和政策以及复杂多变的市场形势，

公司抓住国家大力发展工业互联网、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的重大机遇期和窗口期，聚焦能源科技的产业特

色，乘势把握机遇，聚力提质增效。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资产总额93,014.82万元，比上年度末减少6.6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51,328.41万元，比上年度末增长2.77%。2021年上半年，受合并报表范围单位减少影响，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12,878.66万元，同比减少93.0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20.47万元，同比减少55.94%。

公司报告期内主要工作情况如下： 

1.完成“摘帽”更名，展现公司新面貌。公司成功撤销其他风险警示，为公司后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及公司主营业务变化情况，公司更名为“云鼎科技”，并及时申请行业变更，由综合行业

变更为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行业，公司发展进入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新常态。 

2.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打造人才梯队。公司实施人才强企和科技强企战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拓宽

人才引进渠道，上半年共招聘首席技术官、相关业务技术人员共计100余人，通过招募和培育各领域领军

人才，打造以领军人才为牵引，骨干员工为中坚，广大员工为基础的人才梯队。创新薪酬绩效管理体系，

探索制定符合公司实际的长期激励方案，健全和完善员工职业发展通道，充分激发员工活力。 

3.立足智能化产业，优化业务布局。公司明确战略定位，按照“一轴两翼”业务布局，聚焦工业互联网

主轴线，深耕智能矿山、智慧化工领域。积极参与优势资源整合，调整产品结构，主推“5G+智能矿山”

32项产品，进一步巩固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内部市场。基于现有信息化业务，积极拓展工业互联网、智

慧解决方案等业务，先后中标淮河能源设备管理系统、西部煤电集团智能工作面5G专网通信系统等5个项

目，外部市场开拓取得较好成效。组建工业互联网事业部，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为能源企业数字化转型

提供平台支撑能力和信息化服务。 

4.完善管控体系，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公司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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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公司治理专项行动，全面开展公司治理自查和整改工作，构建公司治理良好生态。同时，公司强化管

理创新，进一步优化总部职能，深化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实施简政放权经营，充分发挥职业经营团队优

势，调动子公司经营管理层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企业发展活力，不断提升公司运营效率。 

5.加强财务管控，挖潜降本凸显新成效。公司坚持开源与节流、挖潜与增效并重，强化对成本费用监

控和经济运行过程管控，从严、从紧管理各项成本费用。深入研究科技创新、以工代训、税收减免等惠企

奖补政策，积极争取奖补资金。积极开展外部银行授信，多方式、多渠道开展低成本融资工作。 

煤炭行业作为我国重要的传统能源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智能化建设直接关系我

国国民经济和社会智能化的进程。2020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8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加

快煤矿智能化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了煤矿智能化发展的主要任务，并提出了煤矿智能化发展的3个阶

段性目标。山东、山西、内蒙古、河南、陕西、贵州、黑龙江等省份陆续出台支持煤矿智能化建设的相关

政策。根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2021年3月发布的《2020煤炭行业发展年度报告》，截至2020年底，全国煤

矿数量近4700座。同时鉴于煤炭价格上涨，煤矿效益向好，企业智能化建设积极性较高，从行业政策和煤

炭企业的经济效益来看，矿山智能化建设市场空间巨大。 

随着产业政策支持和矿山智能化建设需求不断增加，煤矿智能化服务商不断增加，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面对市场竞争压力，云鼎科技将把握能源行业数字化升级的发展机遇，以智能煤矿+解决方案作为切入和

深耕的领域，锻造信息化和自动化服务能力，有序推进跨界业务，成为化工、电力和新能源等多行业数字

化解决方案提供商。通过定向合作、技术联盟、生态共建、资本运作等形式补强业务链条和发展要素，增

强核心竞争力。紧盯技术前沿，加强技术创新，积极打造“1+3+N”的产品/服务体系，不断提升行业解决方

案的价值创造能力。 

 

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 宝 才 

                                                  2021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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