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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47                           证券简称：仁东控股                           公告编号：2022-014 

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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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

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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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东控股 股票代码 002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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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东（代） 张亚涛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正大中心北塔 30 层 北京市朝阳区正大中心北塔 30 层 

传真 010-57808568 010-57808568 

电话 010-57808558 010-57808558 

电子信箱 Huod@rendongholdings.com Zhangyt@rendongholdings.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2021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本年度，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持续，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社会整体消费能力下降，各行

各业的运营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和冲击。在内外部环境综合影响下，公司管理层在董事会的领导下，紧紧围绕“打造金融

科技生态圈、完善金融科技产业链”的战略发展规划，持续加强规范运作，努力提升管理水平，不断优化服务能力，推动公

司持续稳健发展。 

（一）总体经营情况 

作为金融科技企业，公司立足于为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经营提供服务，主营业务包含支付业务、融资租赁业务、互

联网小贷业务、商业保理及供应链业务。报告期内，受整体经济下行、疫情持续、公司资金紧张、财务费用增加等因素的影

响，公司适时调整业务布局，大幅收缩了保理、供应链相关业务，集中资源开展第三方支付、融资租赁及互联网小贷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取得营业收入172,812.08万元，同比减少18.1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238.33万元，同比增

加8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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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营情况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调整业务布局，整合自身资源，大幅收缩保理和供应链相关业务，整体收入规模有所下降。在业务

调整过程中，为充分发挥企业优势，公司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集中精力聚焦发展第三方支付、融资租赁业务，加大业务创新

力度，不断优化服务能力，整体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经营业务持续稳健发展。公司主要业务经营情况如下： 

1、支付业务 

公司控股子公司合利宝对外提供第三方支付服务，其生产行为是对支付系统的开发维护，主要为开发、运营并维护支付

系统以及清算平台系统、交易资金的清算、用户的审核、银联卡受理终端主密钥的生成和管理、研发增值服务、拓展终端用

户、提升用户体验、增强用户粘性、为用户提供电话、微信及网络平台客服等。 

公司支付业务拥有中国人民银行核发的《支付业务许可证》，并具有跨境人民币支付业务备案许可，经营范围包括互联

网支付、移动电话支付、银行卡收单服务。合利宝拥有独立研发的支付结算系统，兼具金融属性和科技属性，在行业内具有

较强的竞争优势和市场地位。公司充分利用合利宝经营范围覆盖面广的优势，在保持原有支付业务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线上、

线下及创新业务等其他第三方支付上下游相关业务，重点打造金融科技产业生态优势。 

报告期内，公司支付业务持续发展向好，营业收入及利润同比较大提升，取得营业收入168,174.22万元，同比增长39.47%，

实现净利润14,476.75万元，同比增长61.56%。 

2、融资租赁业务   

公司围绕互联网生态场景下生态体系，深化与优秀科技企业合作，搭建信息平台，通过大数据风控、区块链等金融科技

能力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公司致力于将金融与民生有机结合，在专业化、规范化、市场化的经营原则指导下，在强化风控措

施的前提下，促进个人消费升级、帮扶民生设施改善，推动中小微实体企业发展。融资租赁业务持续推进“互联网+”，围绕

互联网场景化生态体系，在3C数码产品、家具家电、办公设备等领域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充分获得了行业认可，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报告期内，公司融资租赁业务稳步发展，取得营业收入3,157.45万元，同比增长49.20%，实现净

利润815.12万元，同比增长4.62%。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处于有序调整和不断优化的过程中，对自身面临的问题和风险，公司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并致

力于在经营优化发展中寻找破解思路，排除发展隐患，逐步解决遇到的问题，持续提升公司经营能力。 

（三）未来发展规划 

公司将持续优化资源配置，集中主要资源，支持优势业务做大做强，增强平台创新能力和服务能力，努力提升市场竞争

力和盈利能力。对存续效益不佳的项目果断减少投入，缩减业务规模，适时退出或转型。公司将按照“打造金融科技生态圈，

完善金融科技产业链”的战略发展规划，进一步搭建科技金融创新领域业务，形成第三方支付相关业务的上下游产业链，不

断增强和创新服务模式。同时，公司将持续优化治理结构，加强内部控制，努力提升经营管理水平，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重

点提升企业效益，切实维护全体股东利益。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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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9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3,750,801,740.

10 

3,730,196,264.

65 

3,617,789,984.

22 
3.68% 

3,579,161,826.

25 

3,601,095,629.

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349,188,269.45 515,936,992.95 403,530,712.52 -13.47% 987,742,300.83 932,413,788.04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9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1,728,120,815.

54 

2,130,285,587.

66 

2,110,399,581.

50 
-18.11% 

1,830,818,307.

68 

1,791,911,075.

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2,383,346.23 

-373,584,843.1

0 

-430,662,610.7

4 
87.84% 29,899,681.04 -25,428,83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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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6,857,662.78 

-402,554,812.9

3 

-459,632,580.5

7 
85.45% 21,780,634.75 -33,547,878.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65,699,930.58 94,124,010.71 76,738,004.55 246.24% -66,807,472.04 -27,714,704.4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67 -0.77 88.31% 0.05 -0.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67 -0.77 88.31% 0.05 -0.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88% -49.69% -60.06% 46.18% 3.05% -2.66%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2022 年 3 月 25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2]14 号）。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认定，

公司 2019 年虚增保理业务收入 3,890.72 万元，虚增利润总额 3,890.72 万元；2019 年少计提坏账准备 2,012 万元，虚增利润

总额 2,012 万元；2020 年上半年虚增保理业务收入 2,065.36 万元，虚增利润总额 2,065.36 万元。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决定书》的认定，结合公司自查情况，公司对前期存在的会计差错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更正。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18,983,727.32 459,715,855.80 442,075,776.62 407,345,455.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253,584.64 -1,831,400.36 5,085,516.23 -46,383,877.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709,478.12 -1,993,461.36 3,918,228.18 -57,072,951.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477,657.26 20,271,727.97 83,142,002.94 97,808,542.41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16,683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07,995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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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仁东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29% 74,400,000 0 

质押 74,400,000 

冻结 16,400,000 

天津和柚技术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63% 48,312,117 0 

质押 48,312,117 

冻结 48,312,117 

山西潞城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04% 28,197,750 0   

仁东（天津）科

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4% 10,880,958 0 质押 10,880,958 

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8% 3,820,45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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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S AG 境外法人 0.33% 1,841,306 0   

李世民 境内自然人 0.28% 1,581,500 0   

王玺嘉 境内自然人 0.18% 1,029,800 0   

上海阿杏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阿杏世纪私

募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18% 1,000,000 0   

李映珍 境内自然人 0.16% 87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北京仁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仁东（天津）科技有限公司系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

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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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如有） 

股东上海阿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阿杏世纪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

通过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000,000 股，合计持股数量

1,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8%。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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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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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11日，温志华和公司全资子公司共青城投资签署《补充协议》，温志华同意按照投资协议的约定，向共青

城投资进行业绩补偿1,134.28万元，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合计收到业绩承诺方温志华业绩补偿款1,134.28万元，根据《投资协

议》约定及蔚洁科技2019年度业绩实现情况，蔚洁科技实际控制人温志华承诺的业绩补偿款项全部支付完毕。具体情况详见

《关于参股公司2019年度业绩承诺补偿情况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82）。 

2、2017年7月21日，共青城投资与蔚洁科技的股东方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和《投资协议》，共青城投资

通过股权受让及增资方式合计持有蔚洁科技13.0612%的股权。因蔚洁科技未能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上市，触发了《投

资协议》约定的股权回售情形，其实际控制人和创始股东应在收到要求其回购股权的通知后九十日内无条件地按照协议约定

回购股权。截至目前，蔚洁科技实际控制人和创始股东仍未按约定向共青城投资履行回购义务，共青城投资已就此事项提请

了仲裁并实施了相关财产保全措施。具体情况详见《关于子公司提请仲裁申请被仲裁机关受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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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于2021年7月13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编号：沪证专调查字2021062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

法违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2022年2月18日、3月25日，公司及相关当事人先后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

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22]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022]14号），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认定，公司存在披露的信

息存在虚假记载及未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行为，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及相关当事人作出了行政处罚，具体情况详见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5）、《关于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

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4）及《关于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7）。 

4、报告期内，公司由于资金周转困难，存在对金融机构借款逾期的情况，相关金融机构已对公司采取了司法措施，公

司部分资产被债权人申请保全和执行。截至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正积极与债权人沟通协商，争取尽快与债权人达成一

致意见，包括但不限于展期、续贷、部分偿还等方式。公司也将通过加快回收应收账款、减少相应支出、向控股股东借款、

处置相关资产等方式筹措偿债资金，尽快妥善处理借款逾期事项。具体情况详见《关于收到仲裁通知暨公司向金融机构借款

情况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83）、《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借款情况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94）、《关

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6）、《关于收到法院财产保全相关资料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97）、《关于向海科金集团借款到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5）等相关公告。 

5、公司2016年审议通过了重大资产购买重组事项相关的议案，公司以现金140,000万元的价格购买张军红持有的广东合

利金融科技服务有限公司90%股权。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尚未向张军红支付剩余交易款9,641.33万元。具体情况详见《关于

重大资产购买重组事项的实施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10）等相关公告。 

6、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公司于报告期内对子公司民盛金科(香港)有限公司、民盛支付（香港）有限公司、天津亿东科

技有限公司进行了注销，对子公司深圳前海民盛天宫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进行了减资。具体情况详见《2021年半年度报告》

（公告编号：2021-076）及《关于全资子公司减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1）。 

 

 

 

 

 

 

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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