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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98                               证券简称：诚迈科技                          公告编号：2021-054 

诚迈科技（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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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迈科技 股票代码 300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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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锟 沈天苗 

办公地址 南京市雨花台区宁双路 19 号 4 幢 南京市雨花台区宁双路 19 号 4 幢 

电话 025-58301205 025-58301205 

电子信箱 chengmai@archermind.com chengmai@archermind.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602,801,152.75 373,805,815.96 61.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221,128.43 -29,218,034.49 65.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13,812,129.19 -39,570,227.02 6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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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9,873,291.51 -11,103,888.99 -259.0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46 -0.1845 64.9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36 -0.1819 65.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0% -4.63%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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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7,542,441.94 1,105,318,588.02 51.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17,467,259.43 801,578,178.42 39.4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52,107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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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德博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9.94% 47,418,445 0   

Scentshill 

Capital I, 
Limited 

境外法人 6.83% 10,815,037 0   

南京泰泽投

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36% 8,486,625 0   

南京观晨投

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35% 5,298,055 0   

上海国和现

代服务业股

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2% 1,453,399 0   

Scentshill 

Capital II, 

Limited 
境外法人 0.56% 884,431 0   

宋鲁燕 境内自然人 0.39% 623,000 0   

张泽明 境内自然人 0.29% 461,989 0   

厦门优采供

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27% 421,835 0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26% 409,55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Scentshill Capital I, Limited，Scentshill Capital II, Limited 为同一控制下企业。其他股东公

司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股东南京德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4,918,976 股，通过中信证券华

南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2,499,469 股，实际合计持有 47,418,445

股。 

股东张泽明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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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账户持有 461,989 股，实际合计持有 461,989 股。 

股东厦门优采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东方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21,835 股，实际合计持有 421,835 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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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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