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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26                           证券简称：上海钢联                           公告编号：2021-071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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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钢联 股票代码 30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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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勇胜 谢芳 

办公地址 上海市宝山区园丰路 68 号 上海市宝山区园丰路 68 号 

电话 021-26093997 021-26093997 

电子信箱 public@mysteel.com public@mystee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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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97,053,875.61 24,008,862,573.43 18.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4,103,177.13 96,527,733.26 18.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05,833,035.75 82,626,530.95 28.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847,037.26 -700,670,409.06 102.2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976 0.5056 18.20%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976 0.5056 18.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05% 8.09%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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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82,188,592.15 13,040,822,493.37 17.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63,464,424.01 1,358,962,307.05 7.6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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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兴业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5.21% 48,125,692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天惠精

选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LOF） 

其他 4.85% 9,256,369    

朱军红 境内自然人 4.65% 8,887,230 6,665,422   

中天国富证券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41% 6,515,919    

深圳市微明恒

远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微明

恒远新程 1 期

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3.29% 6,280,000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四组合 
其他 2.35% 4,478,194    

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一二零二

组合 

其他 1.89% 3,614,628    

百年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保险产

品 

其他 1.72% 3,285,144    

杭州睿星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睿星财富 2

号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72% 3,279,492    

陈慧 境内自然人 1.38% 2,643,91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

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1..公司股东深圳市微明恒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微明恒远新程 1 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

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776,300 股外，通过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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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账户持有 5,503,700 股，合计持有 6,280,000 股。2.公司股东杭州睿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睿星财富 2 号证券投资基金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64,192 股外，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015,3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3,279,492 股。3.公司

股东陈慧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通过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 2,643,914 股，实际合计持有 2,643,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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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遵循既定的各项经营计划，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对外密切关注经济政策和行业政策的变动，积极采取措施

适应市场变化；对内持续加强内部控制和规范运作，全面提升经营管理效率和市场竞争力，实现公司持续快速稳健的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39,705.3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8.2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1,410.32万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18.21%。   

    1.资讯和产业大数据业务 

    2021年上半年，公司继续落实资讯和数据业务的年度发展规划，坚持既定扩张和投入的积极战略，进行强布局——产业

链细分、地区全覆盖、工作标准化。进一步夯实黑色金属板块的领先优势，并加大对有色金属、能源化工、建筑材料、农产

品等板块的投入力度，品类拓展取得积极成效；同时加强自身建设和战略合作，提升数据采集能力、推进数据治理建设、加

强产品开发和推广力度。 

    在产品建设方面，进一步拓宽细分产品线，细分产业链颗粒度，结合用户需求，填补现有市场空缺；结合不同产业链条

用户，进行用户画像，丰富相应的资讯产品；深度挖掘客户需求，整合定制化和标准化的产品；建立更加全面的大宗商品数

据库，提升竞争优势；持续优化产业调研评价体系，持续推进钢厂信息化项目建设；继续加大数据产品创新，丰富海外产能

产线等方面数据，完善各区域、各品种的供销存数据，品种的生产成本模型继续优化，丰富针对基金公司、资管公司、投资

公司等金融客户的产品。在数据采集方面，继续充分利用新技术，突破传统的数据采集以及应用，为大宗商品上下游提供更

创新的产品，巩固并扩大市场份额。在运营流量管理方面，利用社交媒体（包括微信视频号、快手、抖音等）导引流量，开

发新客户，增加注册量和转换率；并加强图文推送、社群服务及日常运营，音视频的流量工作初见成效，有效增强产品影响

力。在标准化建设方面，公司持续推进内容的标准化建设，不断完善数据体系的闭环建设，进一步拓展各类价格指数的合规

认证。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在推进商品指数的国际认证工作方面，铁矿石、钢材、焦煤焦炭系列价格指数均通过了IOSCO

认证，在和国内国际主要交易所合作方面，新交所于2021年5月31日成功推出Mysteel上海螺纹钢掉期场外交易和清算，是唯

一基于中国国内价格参考的国际钢铁衍生品——Mysteel上海螺纹钢掉期。  

     2021年上半年，公司积极落实资讯业务扩张战略，增加建筑行业投资，报告期内，公司收购参股公司上海领建网络有限

公司部分股权，并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加大资讯数据板块人员招聘力度，销售部新增销售四部、五部、六部，同时增设

合肥、长沙、南宁和太原等办事处。并持续优化组织架构调整及人员任命，进一步提升公司运营管理效率，满足公司战略及

业务发展需要，新设立产业互联网事业部、钢联研究院低碳研究室、黑色产业研究服务部等部门。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扩大

市场份额，实现资讯板块收入29,491.54万元，较上年同期资讯板块收入增长41.10% 。 

    2.交易和供应链服务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钢银平台为钢铁行业上下游各类型企业提供全方位电子商务解决方案，持续优化符合钢铁贸易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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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各方需求的电子商务服务模式，以寄售交易为核心，并为符合公司内部风险控制体系要求的用户提供供应链服务，以及

货物结算、物流配送、仓储加工等一系列的增值服务，吨钢服务费屡创新高。通过技术创新，实现数字化风控的迭代升级，

进一步强化信用体系的场景化、线上化、数字化管理，全面提升了平台的交易效率和服务能级。通过产品创新，用户交互能

力显著提升，用户黏性不断增强。通过营销推进，成立“钢银云SaaS”项目组，其研发的“钢银云SaaS”产品付费用户已超过1000

户，为传统钢铁产业链客户提供个性化解决方案，全方位助力用户实现信息化、数字化转型，全面提升企业竞争力和行业影

响力。2021年上半年，钢银电商荣获上海市经信委颁发的“2020年度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荣誉称号；荣获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颁发的“上海宝山区2020年度投资贡献奖”；同时荣获2021中国企业竞争力夏季峰会“数字化转型影响

力企业”。截至报告期末，平台结算量达2,075.93万吨，供应链服务规模达252.3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5.55%。 

    3.项目建设方面 

    公司在上海宝山城市工业园区的“上海大宗商品电子商务项目”（二期）项目按计划建设，通过新建办公楼、会议中心及相

关配套设施，完善公司总部基地建设，推动建立功能完善且配套齐全的现代化、智能化、生态化的高端电子商务示范区。项

目建成后，利用公司丰富的产业资源，并结合大宗商品各板块行业热点，可以为客户搭建良好的信息交流及品牌展示平台，

进一步提升公司运营管理水平。同时，行业会议的举办也将促进公司产品及服务的推广与销售，推动公司服务领域的拓展与

深化，有助于公司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提升品牌价值。截止报告期末，上海大宗商品电子商务项目（二期）主体结构如期

圆满封顶。 

    4、团队建设 

    根据公司资讯业务快速扩张的发展战略，持续加大资讯数据板块人员扩张，同时，公司推出了2021年限制性股权激励计

划，进一步了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的积极性。截止报告期末，公司人员总数为

3,597人，较2020年末增长559人。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三、重要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