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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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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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财互联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2530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房莉莉

朱雪芳

办公地址

盐城市大丰区经济开发区南翔西路 333 号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大道 82-88 号（双号）C3 栋

电话

0515-83282838

020-62847128

电子信箱

JCHL@jc-interconnect.com

zhuxuefang@forese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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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营业收入（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579,266,000.04

571,780,377.50

1.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4,468,012.45

29,727,528.08

-451.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11,626,252.72

-2,806,725.40

-3,877.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2,623,310.46

-49,684,764.35

-126.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41

0.0382

-451.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41

0.0382

-451.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06%

0.88%

下降 5.94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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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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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9,121,038.90

3,328,816,499.01

1.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10,418,667.86

2,115,025,530.28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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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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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正军

境内自然人

13.89%

上海湾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45%

东方工程株式会社

境外法人

朱文明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条件的股份 股份
数量
数量
状态

108,234,676 87,019,992 质押

108,234,676

89,218,191

0 质押

20,673,796

9.67%

75,360,000

0

境内自然人

7.08%

55,182,282 43,619,461 质押

朱建立

境内自然人

6.47%

50,418,282

0

束昱辉

境内自然人

5.47%

42,627,013

0 冻结

王金根

境内自然人

2.65%

20,669,838

0

江苏东润金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0%

15,563,527

0

和华株式会社

境外法人

1.42%

11,032,909

0

关海果

境内自然人

1.33%

10,4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徐正军、上海湾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朱文明、
江苏东润金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徐正军、王金根为连襟关系。
除此之外，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公司已知的关联关系，亦不存在公司已知的一
致行动人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朱建立参与融资融券业务，其通过信用证券账户
持有 160,000 股。

33,083,333

42,627,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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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湾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变更日期

2021 年 04 月 09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16747&stock
Code=002530&announcementId=1209670015&announcementTime=2021-04-12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1 年 04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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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力、徐正军

变更日期

2021 年 04 月 09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16747&stock
Code=002530&announcementId=1209670015&announcementTime=2021-04-12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1 年 04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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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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合并营业收入57,926.6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31%，实现合并利润总额-9,071.11万元，较上年
同期下降311.92%，合并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446.8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51.42%。
1、热处理业务
2021年上半年，国内、国际经济环境错综复杂，上游大宗商品原材料涨价压力不断传导，下游行业需求复苏不稳定。报
告期内，公司热处理板块严格按照董事会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优化销售策略、坚持创新创优、提升管理水平，积极应对各
项挑战，实现营业收入33,014.0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2.38%，实现利润总额及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5,135.78
万元和3,564.56万元，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29.34%和18.86%。
（1）公司组团积极参加“上海热处理装备与技术展”及“2021热处理产业技术高质量发展论坛”，展会现场通过技术
分享交流会议等形式，展示丰东创新产品，与同行共同探讨行业未来发展趋势；同时，公司还积极参与下游相关细分行业的
专业展览会，如粉末冶金、紧固件、轴承行业等，进一步拓宽市场领域。
（2）发布了智能热处理产线系统（LMS系统）、箱式炉工艺数据监控系统（箱式炉SCADA）、网带炉工艺数据监控系
统（网带炉SCADA）等软件产品标准文件，并正式推向市场。报告期内新增授权专利29项，其中发明专利1项，实用新型专
利28项。
2021年上半年，热处理加工服务业务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有大幅增长，主要得益于后疫情时代注重“双循环”的背景下，
下游新能源汽车表现强劲、渗透率进一步提升，农业机械、液压等行业快速复苏。但全球疫情仍在持续，国内疫情虽然已得
到有效控制，但局部疫情的变化仍存在不确定性，同时芯片供应问题对公司主要下游客户乘用车生产的影响依然较为突出，
下半年热处理加工服务业务将回归正常水平。
而热处理设备制造业务上半年毛利率出现下滑，主要由于本期所确认收入项目系2020年疫情期间所获订单，质量相对不
高；下半年形势将会有所好转。
2、互联网财税业务
“金税四期”规划建设在即，国家税务总局加强了统一规划、统一建设，为避免各级税务机关信息化建设与金税四期工
程存在重复性建设，各省市税务信息化新建项目受到控制；2021年疫情不断反复，政府机关为应对疫情影响，主动削减各项
财政经费，税务系统也在各方面削减预算，信息化建设投入大幅减少。受上述两方面影响，我司金税板块业务收入下降。
2021年3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该意见支持第三方按市场化原则为纳税人提供
个性化服务。在此背景下，公司加大了此类业务相关的研发和市场推广投入，搭建完善公司运营服务体系，为社会资源服务
做好充分准备。发展在线用户，增加在线用户数量，公司在新产品、新业务方面加大研发和市场投入。
报告期内，受前述情况影响，公司互联网财税板块业绩有较大幅度下降。2021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4,912.52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17.51%，利润总额-13,441.12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245.60万元，分别比上年同期下降
1,532.91%、2,505.49%。

法定代表人：谢力
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O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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