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2631                           证券简称：德尔未来                            公告编号：2021-55 

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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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尔未来  股票代码 002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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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霞 尤晓英 

办公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开平路3333号德尔

广场 B 栋 25 楼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开平路 3333 号德尔

广场 B 栋 25 楼 

电话 0512-63537615 0512-63537615 

电子信箱 zbhexia@der.com.cn zbyouxy@de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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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8,928,309.11 583,762,457.47 45.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4,724,751.62 4,279,882.99 711.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7,330,959.99 -20,501,019.16 184.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3,310,073.89 -162,416,009.23 30.2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1 4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1 4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4% 0.23%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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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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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6,373,106.97 3,408,861,177.83 13.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93,959,324.48 1,778,008,257.20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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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1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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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尔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3.37% 355,191,040 0 质押 156,978,947 

王沫 境内自然人 9.26% 61,606,230 0 质押 12,000,000 

张健 境内自然人 0.60% 4,009,665 1,313,400   

王丽荣 境内自然人 0.59% 3,928,371 0   

姚红鹏 境内自然人 0.31% 2,058,800 1,544,100   

朱巧林 境内自然人 0.26% 1,700,000 0   

张立新 境内自然人 0.25% 1,676,000 1,257,000   

刘树雄 境内自然人 0.24% 1,610,021 400,000   

汝继勇 境内自然人 0.21% 1,419,772 1,064,829 冻结 1,419,772 

黄剑峰 境内自然人 0.21% 1,412,27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1、公司控股股东德尔集团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截至报告期末，德尔集团共出借公

司股票 1,640,000 股。 

2、公司股东黄剑峰通过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票 648,5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763,774 股，其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412,274 股。 

3、公司股东漆筱萍通过招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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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

1,386,600 股。 

4、公司股东陆建成通过龙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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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

926,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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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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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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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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德尔未来

科技控股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19 年可

转换公司

债券 

未来转债 128063 2019 年 04 月 03 日 2025 年 04 月 03 日 62,984.74 

第一年：0.50% 

第二年：0.70% 

第三年：1.50% 

第四年：2.50% 

第五年：3.50% 

第六年：4.0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53.02% 46.77%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4.23 3.18 

三、重要事项 

  2021年6月1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的公告》，为有效盘活资产，提高资产运作效率，公

司控股股东德尔集团拟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将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出借给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借股份数

量不超过13,311,633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若出借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对该数量

进行相应调整），期限不超过6个月，本次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所涉及的股份不发生所有权转移。截至报告期末，德尔集

团共出借股票1,640,000股。 

 

 

 

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汝继勇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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