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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72                          证券简称：＊ST 中基                         公告编号：2021-070 号 

中基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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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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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中基 股票代码 000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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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邢江 任远 

办公地址 
新疆五家渠市 22 区北海东街 1699 号六师

国资大厦 7 层 

新疆五家渠市 22 区北海东街 1699 号六师

国资大厦 7 层 

电话 0994-5712188 0994-5712067 

电子信箱 xingjiang@chalkistomato.com renyuan@chalkishealt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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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5,663.72 2,821,694.08 10.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6,300,485.73 -44,744,193.51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7,144,931.24 -44,941,821.34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531,697.98 -6,808,897.15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6 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6 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28% -10.66% 同比增加 19.62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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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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8,653,747.66 582,505,841.85 -7.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9,743,353.73 176,043,839.46 -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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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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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国有资产经

营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6.18% 124,769,223 0 质押 59,621,900 

新疆国恒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97% 100,000,000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6.50% 50,103,596 0   

新疆绿原鑫融贸易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5% 22,717,509 0   

新疆双博汇金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86% 22,042,583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五一农场 国有法人 2.54% 19,608,290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工程（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44% 11,102,55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分行 
国有法人 0.92% 7,120,196 0   

张维林 境内自然人 0.65% 5,008,700 0   

郑毅仁 境内自然人 0.42% 3,26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六师国资公司、国恒投资公司均隶属于六师国资委。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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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变更日期 2021 年 06 月 28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详情请见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1-039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1 年 06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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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变更日期 2021 年 06 月 28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详情请见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1-039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1 年 0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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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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股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六师国资公司”）和第二大股东新

疆国恒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恒投资公司”）于2019年11月7日与上海千琥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琥

医药”）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协议》、《战略合作协议》、《一致行动人协议》，六师国资公司将其所持有的公司的股票92,752,50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03%）表决权委托给千琥医药行使，国恒投资公司将其所持有的公司的股票100,000,00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12.97%）表决权委托给千琥医药行使。 

本次表决权委托完成后，千琥医药拥有公司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为192,752,50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Veronique Bibi

间接持有千琥医药100%的股权，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变更为Veronique Bibi。 

根据《表决权委托协议》约定，对表决权已经授予给千琥医药的25%股份，六师国资公司、国恒投资公司不再行使股东

表决权，仅享有股东的财产收益权，而不再以股东身份对上市公司产生影响；千琥医药有权依据其自身判断独立行使受托股

份的表决权，无需六师国资公司、国恒投资公司同意，即千琥医药拥有与支配六师国资公司、国恒投资公司合计持有公司

192,752,50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5%）的表决权。 

公司控股股东六师国资公司和第二大股东国恒投资公司于2021年6月28日与千琥医药、上海千投医疗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签署了《终止协议》，六师国资公司、国恒投资恢复行使其合计持有公司192,752,506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5.00%）。 

本次表决权委托终止后，千琥医药拥有公司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为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变更

为六师国资委。 

（2）2019 年7月2日，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五家渠支行借款，以持有本公司59,621,900 股股票质押，占公司总股本的 7.73%，质押到期日至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之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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