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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02                               证券简称：世纪华通                           公告编号：2021-067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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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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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华通 股票代码 002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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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郦冰洁  

办公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曹娥街道越爱路 66

号 
 

电话 0575-82148871  

电子信箱 bingjie_li@sjhuato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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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9,528,720.67 7,768,041,470.17 -5.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449,930,590.71 1,602,496,782.34 52.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67,773,269.60 1,517,063,418.28 -49.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85,505,975.54 599,988,824.83 14.2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 0.22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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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 0.22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14% 5.94%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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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32,798,645.22 42,746,834,577.59 -6.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1,262,342,259.43 28,918,874,828.18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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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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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佶 境内自然人 10.28% 765,945,523 574,459,142 
质押 721,977,993 

冻结 23,054,830 

林芝腾讯科技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00% 745,255,696 0   

上海曜瞿如网

络科技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38% 475,813,861 475,813,861 质押 475,813,861 

邵恒 境内自然人 4.58% 341,652,847 341,652,847 
质押 307,261,311 

冻结 34,391,536 

深圳华侨城资

本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74% 204,053,215 204,053,215   

绍兴上虞吉运

盛商务信息咨

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63% 196,057,127 148,539,578 质押 196,057,126 

上海道颖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59% 192,867,807 0   

宁波趣点企业

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45% 182,314,541 0   

绍兴上虞吉仁

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1% 149,886,298 149,886,298   

绍兴上虞熠诚

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1% 149,886,298 149,886,29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王佶先生为绍兴上虞吉运盛商务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绍兴上虞吉仁企业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实际控制人。除上述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浙江华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81,628,304 股，通过信用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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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如有） 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7,210,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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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无 

变更日期 2021 年 06 月 09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

行动人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份暨》（公告编号：2021-015）；《关

于公司股东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份完成过户的公告 》（公告

编号：2021-047）。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1 年 06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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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变更日期 2021 年 06 月 09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

行动人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份暨》（公告编号：2021-015）；《关

于公司股东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份完成过户的公告 》（公告

编号：2021-047）。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1 年 06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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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1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份暨权益变动及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

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15）：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华通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通控股”) 及其一致行动人绍兴市上虞鼎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鼎通投资”或

“上虞鼎通”)与林芝腾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芝腾讯”或“腾讯”)于 2021年3月14日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华通控股

拟将其所持有的公司190,313,307 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55%)、鼎通投资拟将其所持有的公司182,314,541股无

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5%)转让给林芝腾讯。华通控股与王苗通先生拟将其合计持有的公司 372,627,848 股无限售

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0%)，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王佶先生。公司已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及其进展及时披露了公

告，于2021年3月15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份暨权益变动及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提

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15），于2021年3月18日披露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第四届监事

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豁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部分承诺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16、2021-017、2021-018），于2021年4月6日披露了《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25），

于2021年4月21日、2021年6月1日及2021年6月4日分别就股权转让事宜的相关进展发布了《关于公司股东协议转让部分公司

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26、2021-043、2021-044），于2021年6月11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东协议转让部分公

司股份完成过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7）。上述公告内容可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相关信息披露网

站。上述股份协议转让完成后公司将变成无实际控制人状态。王佶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1,111,888,948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14.92%，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林芝腾讯持有公司745,255,69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0%，成为公司第二

大股东。此次股份转让后，公司将与战略投资者腾讯探索在游戏领域的更多合作机会，期望双方发挥各自领域的资源优势、

并带动公司业绩增长，优化上市公司股东结构和治理结构，提升公司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为公司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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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佶先生将成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有利于上市公司聚焦游戏发展战略，优化公司股权结构，稳定管理层团队，为公司持

续发展贡献动力；亦有助于增加公司目前的实际控制人王苗通先生的现金流，缓解资金流动性压力，有效降低其股票质押业

务的风险。 

 

2、2021年3月2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对无锡世纪七道智慧云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资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

号：2021-022），公司拟与知名另类资产投资管理机构普洛斯投资（上海）有限公司和其关联方（以下合称“普洛斯”）合作，

借助其在产业基础设施、算力基础设施（包括大型互联网数据中心）领域投资、开发和智慧化运营方面的丰富经验，为上市

公司现有互联网数据中心提供更大的发展动力。本次交易完成后，上海珑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珑睿”或“珑睿科技”

或“珑睿”）100%的股权估值从 104 亿涨到 119.83 亿，上市公司将实现部分收益，同时上市公司将不再控制无锡世纪七道

智慧云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智慧云实业”）和珑睿科技，这两家公司将不再属于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上市公司将对应减少商誉 54.40 亿元（未经审计）。上述公告内容可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相关信息

披露网站。公司拟与知名另类资产投资管理机构普洛斯合作，借助其在不动产、互联网数据中心的经验为上市公司现有互联

网数据中心提供发展动力，普洛斯是全球领先的专注于物流、不动产、基础设施、金融及相关科技领域的投资管理与商业创

新公司。同时，本次交易完成后将导致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发生变化，智慧云实业、珑睿科技将不再属于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主体。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对于剩余持有的珑睿科技 49.90%权益，将按照其在丧失控制权日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

后续将采用权益法核算。鉴于公司 2020 年收购智慧云实业及珑睿科技时合计产生商誉 54.40 亿元（未经审计），本次交易

完成后，珑睿科技不再为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因此上市公司将对应减少商誉 54.40 亿元（未经审计）。同时本次珑睿科

技出售估值 119.84 亿元高于公司前次投资估值 104.00 亿元。此外通过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将回笼部分前期投资基金，减

少上市公司的财务费用并增加流动资金，本次交易将有利于改善上市公司财务状况。本次交易完成后将导致公司失去对珑睿

科技及智慧云实业的控制，截止披露日，公司对智慧云实业及珑睿科技的担保因主债务灭失而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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