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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59                    证券简称：东方财富                      公告编号：2021-065 

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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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深圳证券

交易所网站及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信息披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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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财富 股票代码 30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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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代） 杨浩 

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88号东方财富大

厦 

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88号东方财富大

厦 

电话 021-54660526 021-54660526 

电子信箱 dongmi@eastmoney.com dongmi@eastmone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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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总收入（元） 5,780,445,013.62 3,338,029,276.08 73.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726,941,997.56 1,808,506,658.20 106.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3,627,496,288.46 1,736,377,068.80 108.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99,766,812.38 7,138,575,259.97 -81.7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 0.19 89.4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 0.19 8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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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46% 7.87%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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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63,384,598.61 110,328,735,766.33 45.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8,450,560,207.25 33,156,467,221.25 15.9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14,37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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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境内自然人 20.57% 2,126,511,568 1,594,883,676 质押 354,06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6.54% 675,890,650    

陆丽丽 境内自然人 2.46% 254,770,60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

泰中证全指证券公司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49% 154,378,601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5% 140,048,621    

沈友根 境内自然人 1.27% 131,671,204    

鲍一青 境内自然人 1.03% 106,097,032 81,372,774 质押 12,96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宝中证全指证券公司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1% 104,456,376    

史佳 境内自然人 0.92% 94,762,469 94,762,469 质押 3,360,000 

阿布达比投资局 境外法人 0.48% 49,487,97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其实先生与沈友根先生系父子关系，与陆丽丽女士系夫妻关系，三人合计

持有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24.31%。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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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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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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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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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可转换公司债券 东财转 3 123111 2021 年 04 月 07 日 2027 年 04 月 06 日 1,580,000.00 

第一年 0.2%、第

二年 0.3%、第三

年 0.4%、第四年

0.8%、第五年

1.8%、第六年
2.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75.98% 69.95%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8.43 12.26 

三、重要事项 

1、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整体战略目标，进一步构建和完善互联网财富管理生态圈，强化研发科

技投入，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增强用户体验和黏性，进一步满足用户财富管理需求，提升

公司整体服务能力和水平。报告期内，公司证券业务及金融电子商务服务业务实现快速发展，公司实现营

业总收入57.80亿元，同比增长73.1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37.27亿元，同比增长106.08%。 

2、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发挥互联网财富管理生态圈和海量用户的核心竞争优势及整体协同效应，

加强研发技术投入，提升智能化、个性化服务，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的财富管理模式，为用户提供稳定高

效优质服务。报告期内，公司证券业务股票交易量及融资融券业务规模同比大幅增加，公司证券业务实现

快速发展，证券业务实现收入32.23亿元，同比增长55.73%。 

3、报告期内，天天基金持续加大研发技术投入，深入开展专业化、个性化服务，加大前沿技术应用，

提升产品交易功能及用户交易体验，大幅提升信息系统高并发抗压能力。报告期内，公司基金第三方销售

服务业务基金交易额及代销基金的保有规模同比大幅增加，金融电子商务服务业务实现收入23.97亿元，同

比增长109.77%。截至2021年6月30日，共上线146家公募基金管理人10,863只基金产品。报告期内，公司互

联网金融电子商务平台共计实现基金认（申）购及定期定额申购交易179,899,847笔，基金销售额为9,753.04

亿元，其中非货币型基金共计实现认/申购（含定投）交易153,232,360笔，销售额为5,336.26亿元。天天基

金服务平台日均活跃访问用户数为337.99万，其中，交易日日均活跃访问用户数为424.65万，非交易日日

均活跃访问用户数为175.68万。 

4、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可转债“东财转3”发行及上市工作，募集总额158亿元，用于补充东方财富证

券营运资金，进一步促进证券业务的健康快速发展，增强东方财富证券综合竞争力。同时，为了拓宽融资

渠道，降低融资成本，支持业务发展，东方财富证券启动公募债发行工作，发行金额不超过120亿元；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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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启动境外债券发行工作，发行金额不超过10亿美元。 

5、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巩固和提升财务管理工作，进一步发挥财务职能作用。报告期内，公司进

一步优化组织结构，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动态调整和优化绩效考核和激励机制，充分发挥员工的积极性和

创造性。同时，公司加大人才引进和培养，强化人才梯队建设工作，进一步夯实企业发展人才基础；进一

步加强信息化、智能化建设，发挥科技赋能作用，丰富企业文化，推动公司整体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 

6、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强了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保持与投资者良好互动交流。报告期内，公

司共接听投资者来电856个，回答深交所互动易平台投资者提问167个，举办网上业绩说明会1次，公司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路演1次，举办反向路演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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