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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52                           证券简称：万集科技                           公告编号：2021-050 

北京万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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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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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集科技 股票代码 300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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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博坤 范晓倩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8 号院中关村软

件园 12 号楼万集空间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8 号院中关村软

件园 12 号楼万集空间 

电话 010-59766888 010-59766888 

电子信箱 zqb@wanji.net.cn zqb@wanji.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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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309,763.94 761,838,713.73 -45.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6,594,926.87 326,841,896.17 -85.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41,005,998.53 322,516,013.20 -87.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9,353,029.79 19,611,019.55 55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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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 1.70 -85.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 1.70 -85.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8% 18.37% -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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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1,110,014.36 2,808,826,734.18 -7.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63,541,695.11 2,132,361,777.54 -3.2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6,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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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翟军 境内自然人 50.10% 99,154,836 74,366,127 质押 22,930,000 

崔学军 境内自然人 5.35% 10,581,934 7,936,451   

田林岩 境内自然人 1.89% 3,733,097 0   

刘会喜 境内自然人 0.92% 1,817,190 1,362,892 质押 750,000 

鑫宸实业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3% 1,454,540 0   

朱伟轩 境内自然人 0.41% 815,100 0   

罗胜男 境内自然人 0.35% 700,000 0   

陈广伟 境内自然人 0.31% 608,000 0   

陈凤仪 境内自然人 0.28% 561,400 0   

陈红 境内自然人 0.26% 522,1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公司股东罗胜男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7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700,000 股。 

2、公司股东陈广伟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08,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60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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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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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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宜 

    2020年6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创

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度创业板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

于<公司2020年度创业板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度创业板非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关

于<公司2020年度创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

《关于创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0-2022年）股

东回报规划>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创业板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议案。详情参见2020年6月23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载的

相关公告。 

    2020年7月8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相关议案。详情参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55）。 

    2020年8月19日，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详情参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0）。 

    2020年9月7日，公司收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北京万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公

司按照审核问询函的要求，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审核问询函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落实，已根据要求对审核问

询函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0年9月29日、2020年10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北京万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万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审

核问询函回复》。 

   2020年10月28日，公司收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北京万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告

知函》。公司收到落实函后，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落实函中提出的相关问题进行确认并作出回复，已根据相关要求对落实函

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11月3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北京万集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之回复》。 

    2020年12月11日，公司收到深交所出具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根据要求，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落实

函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并作出回复，现对落实函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12月18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北京万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的回复

报告》。 

    2020年12月18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15），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的签字保荐代表人由杭立俊、张尔珺变更为杭立俊、贾奇。 

    2021年1月2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北京万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注册的批复》，批复主要内容如下：1、同意你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2、你公司本次发行应严格按照报送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申报文件和发行方案实施。3、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4、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发行结

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深圳证券交易所并按有关规定处理。详情参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批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1）。 

    公司将在规定的期限内适时启动发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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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万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之签章页） 

 

 

 

 

 

法定代表人：翟军 

北京万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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