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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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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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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派斯 股票代码 002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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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瑞 陈媛 

办公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秦岭路18号国展财

富中心 3 号楼 7 层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秦岭路 18号国展财

富中心 3 号楼 7 层 

电话 0532-85793159 0532-85793159 

电子信箱 information@impulsefitness.com information@impulsefitne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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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955,510.62 351,631,050.61 26.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656,905.21 15,251,415.99 28.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6,946,670.72 12,950,549.70 30.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2,264,136.27 19,432,956.96 66.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3 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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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3 23.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0% 1.45%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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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5,431,804.01 1,361,829,353.55 16.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99,333,357.92 1,084,356,452.71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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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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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江恒实

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3.89% 40,662,000 0 质押 16,500,000 

殷富中国投

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6.11% 7,335,200 0   

南通得一投

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96% 4,755,200 0   

赵桂芬 境内自然人 2.66% 3,195,246 0   

湖南文化旅

游创业投资

基金企业（有

限合伙） 

国有法人 2.45% 2,943,700 0   

陈午阳 境内自然人 2.25% 2,698,397 0   

青岛青英企

业管理咨询

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5% 2,578,500 0   

深圳市前海

宜涛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8% 817,200 0   

于连水 境内自然人 0.65% 775,000 0   

虞正焕 境内自然人 0.52% 618,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湖南文化旅游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与殷富中国投资有限公司（Yeah Fortune  

China Investment Limited）同时持有公司股份，为一致行动人，共同行使所持公司股份所

代表的表决权。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海南江恒实业投资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8,762,000 股外，还通过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1,9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40,662,000 股。 

公司股东赵桂芬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195,246 股，实际合计持有 3,195,246 股。 

公司股东陈午阳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698,397 股，实际合计持有 2,698,397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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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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投资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司拟与水木联合（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华人恒嘉科技有限公司共

同发起设立股权投资基金。公司与相关方已于 2020 年 12 月 24 日签订《合伙协议》。该基金认缴出资规模为人民币 3100

万元，其中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人民币 1000 万元。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该基金已经完成工商登记手续，并取得

了青岛市崂山区行政审批服务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12 月 25 日、2021 年 3 月 20 日发布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new/index）的《关

于拟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设立股权投资基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2）、《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设立股权投资基

金进展情况暨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16）。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 

 

丁利荣 

 

 2021 年 8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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