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03）

展示文件
2021年度企業年度報告書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有關法律法規，上海大生農業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國家企業
信用信息公示系統 (http://www.gsxt.gov.cn)上刊登其《2021年度報告》（「2021年度企業年
度報告書」）。2021年度企業年度報告書的內容是根據企業信息公示相關要求進行之申報
及公示，僅有中文版本。

茲載列2021年度企業年度報告書如下，僅供參閱。

中國上海，二零二二年七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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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生农业金融科技股份有限…

· 类型 : 网站

中农普惠金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 91110102MA00AW1D1H

安徽华星化工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 91340523325511538M

上海泰华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 91310115798994066Y

深圳市大生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 91440300349611250F

上海大生农化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 91310230564802295R

上海大生酒业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 91310115MA1K3UM61

企业年报信息由该企业提供，企业对其年报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基本信息

 91310000132213358B   上海大生农业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天钥桥路327号G座20F   200030

 021-63256060   zhangfengdi@dsgd.co

 企业选择不公示   企业选择不公示

 开业   企业选择不公示

 是   是

 是   否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食用农产品、沥青、燃料油、建筑材料、化工产品（危险

化学品按许可证范围经营）的批发；商务咨询服务；化肥的批发、进出口、佣金代理（拍卖除外）；仓储（限分支机构经营）；从事网络科技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

软件的开发、设计、制作、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的设计、安装、调试、维护，并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服务。（不涉及国营贸易

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出资信息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
元）

认缴出资时间 认缴出资方式 实缴出资额（万
元）

实缴出资时间 实缴出资方式

1
深圳市大生农业集

团有限公司
18180.135405 2017年2月22日 货币 18180.135405 2017年2月22日 货币

2
镇江润得股权投资

基金有限公司
15309.864595 2017年2月24日 货币 15309.864595 2017年2月24日 货币

3 H股股东 62020.79812 2018年1月19日 货币 62020.79812 2018年1月19日 货币

首页 企业信息填报 信息公告 重点领域企业 导航 13585...

企业信用信息 |  经营异常名录 |  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请输入企业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注册号

2021年度报告 0条修改记录 填报时间:2022年06月29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企业名称：.

企业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企业联系电话：. 企业电子邮箱：.

从业人数：. 其中女性从业人数:.

企业经营状态：. 企业控股情况:.

是否有投资信息或购买其他公司股权：. 是否有网站或网店：.

是否有对外提供担保信息：. 有限责任公司本年度是否发生股东股权转让：.

企业主营业务活动:.

网站或网店信息 共计 1 条信息

· 网址 : http://www.dsgd-sh.co

对外投资信息 共计 9 条信息

共 查询到 3 条记录 共 1 页 首页 上一页 1 下一页 末页

http://www.gsxt.gov.cn/corp-query-homepage.html
http://www.gsxt.gov.cn/annual-login.html
http://www.gsxt.gov.cn/%7B3D87E8DF55A6490DA6912FDC777ACB41765348E3103538036C9F5F9FCC9F6C8F508F508F503B1AAB4BCB-1657238542252%7D
http://www.gsxt.gov.cn/corp-query-entprise-info-ekeyareas-100000.html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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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生农产品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 91310000351112979D

上海谐易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 913101096972166440

上海大生农产品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 913101157815163329

企业资产状况信息

资产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所有者权益合计 企业选择不公示

营业总收入 企业选择不公示 利润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营业总收入中主营业务收入 企业选择不公示 净利润 企业选择不公示

纳税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负债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对外提供保证担保信息

序号 债权人 债务人 主债权种类 主债权数额 履行债务的期限 保证的期间 保证的方式

企业选择不公示

股权变更信息

序号 股东 变更前股权比例 变更后股权比例 股权变更日期

暂无股权变更信息

社保信息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10人 失业保险 10人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10人 工伤保险 10人

生育保险 10人

单位缴费基数

单位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失业保险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生育保险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本期实际缴费金额

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本期实际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参加失业保险本期实际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本期实际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参加工伤保险本期实际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参加生育保险本期实际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累计欠缴金额 单位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累计欠缴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失业保险累计欠缴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累计欠缴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工伤保险累计欠缴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共 查询到 0 条记录 共 0 页

共 查询到 0 条记录 共 0 页

首页 上一页 下一页 末页

首页 上一页 下一页 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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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参加生育保险累计欠缴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修改信息

序号 修改事项 修改前 修改后 修改日期

暂无修改信息

共 查询到 0 条记录 共 0 页 首页 上一页 下一页 末页

主办单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东路八号   邮政编码：100820   备案号：京ICP备18022388号-2

业务咨询与技术支持联系方式     使用帮助

http://www.gsxt.gov.cn/subPubSys-tel-100000.html
http://www.gsxt.gov.cn/affiche-query-info-hel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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