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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47                             证券简称：*ST 晨鑫                           公告编号：2021-040 

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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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佟文 监事 
因本人数月前已经离职，对公司及并表子公司的经营状况等情况不掌握，对《2021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所述内容无法给出意见，故选择弃权。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的风险提示 

请投资者特别关注上述监事的异议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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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晨鑫 股票代码 002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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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继春（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唐晓云 

办公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长江东路 52 号 1 单

元 4 层 9 号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长江东路 52 号 1 单

元 4 层 9 号 

电话 0411-82952526 0411-82952526 

电子信箱 cxkj@morningstarnet.com cxkj@morningstarne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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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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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87,844,475.39 12,597,005.95 12,628,174.07 595.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194,691.23 2,022,876.68 -3,028,932.36 -335.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5,850,906.10 -3,739,007.30 -3,739,007.30 -323.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73,605.21 -5,825,586.18 -17,377,018.44 95.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92 0.0014 -0.0021 -338.1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92 0.0014 -0.0021 -338.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2% 0.36% -0.65% 569.1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690,779,226.77 694,358,105.28 694,358,105.28 -0.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98,894,452.21 311,967,991.97 311,967,991.97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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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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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德群 境内自然人 9.78% 139,573,900 0 冻结 139,573,900 

薛成标 境内自然人 6.98% 99,630,000 0 质押 99,630,000 

钜成企业管理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68% 95,371,200 0 

质押 35,371,200 

冻结 60,000,000 

朱龙清 境内自然人 1.19% 17,025,650 0   

陈文城 境内自然人 0.53% 7,600,000 0   

伍玉龙 境内自然人 0.52% 7,355,400 0   

华志娟 境内自然人 0.50% 7,112,700 0   

肖笃林 境内自然人 0.45% 6,446,600 0   

平益滔 境内自然人 0.42% 6,059,300 0   

伍艳 境内自然人 0.42% 6,018,4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薛成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钜成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股东刘德群

将其所持 4.78%公司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已委托给钜成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行使。股东

薛成标将其所持 6.98%公司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全权委托给钜成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行使。公司未知上述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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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陈文城通过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7,600,0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合计持股数为 7,600,000 股；公司股东肖笃林通过华

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200,0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

持有 246,600 股，合计持股数为 6,446,600 股；公司股东伍艳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510,4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508,000 股，

合计持股数为 6,01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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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3月19日，公司收到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2021]826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为保证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顺利推进，公司分别于2021年6月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五届监

事会第八次会议，2021年7月15日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

有效期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相关事宜的授权有效期自原有效期届满之日，延长至中国证监会上述批复的有效期届满之日。 

公司将尽快推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实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1年3月20日和2021年6月30日披露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

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准非公开发行股票批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6）和《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

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2）。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三、重要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