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巴安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300262                               证券简称：巴安水务                               公告编号：2022-100 

上海巴安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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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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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安水务 股票代码 30026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王贤 

电话 021-32020653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章练塘路 666 号 

电子信箱 ir@safbon.com 

2、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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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22,705,047.34 246,046,446.61 -50.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6,802,090.80 -26,845,910.43 -37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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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22,021,061.43 -26,469,126.65 -360.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7,887,671.66 82,116,671.31 -53.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04 -37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04 -37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90% -1.46% -2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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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9,598,026.23 3,885,653,900.31 -1.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36,962,747.58 552,899,540.28 -2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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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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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春霖 境内自然人 21.30% 142,674,102 142,674,102 
质押 141,361,537 

冻结 142,674,102 

山东高创建设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91% 66,341,458    

广东联塑科技实业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79% 45,509,708    

嘉兴傲晟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4.48% 30,000,000    

范静 境内自然人 0.81% 5,404,700    

王秋生 境内自然人 0.77% 5,138,025    

胡光 境内自然人 0.70% 4,654,960    

孙幸康 境内自然人 0.69% 4,600,000    

北京九花山烤鸭有限

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5% 2,346,021    

魏鹏 境内自然人 0.28% 1,843,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除山东高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股东联塑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嘉兴傲晟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外，公司未知其他持股前

十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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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 

公司股东魏鹏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634,800 股外，还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

账户持有 209,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843,800 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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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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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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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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法定代表人 

  经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公司于 2022年 1月 6 日完成了法定代表人变更等工商登记手续，2022 年 1 月 7 日取

得新换发的《营业执照》，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张春霖变更为王贤。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年 1 月 7 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

的《关于变更法定代表人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1） 

  2.司法拍卖过户 

  2021 年 12 月 26 日，公司第一大股东张春霖先生持有的 3000 万股股票被嘉兴傲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竞

拍成功，2022 年 2 月 10 日，公司通过中登结算公司系统查询，3,000 万股股票的已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 2022年 2月 11 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完成过户暨权益变动的提

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07）。 

  3.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公司与时任副董事长张春霖先生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于 2022 年 2 月 16 日分别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告知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2月 16 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副董事长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10）。 

  4.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的进展 

  根据《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一条规定，上市公司及现任董事涉嫌违法违规正在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公司不得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公司及时任副董事长张春霖先生目前正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因公司目前暂无法判断该事项对后续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影响，经过与多方沟通讨论，公司决定停止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事宜。待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完毕后，公司将根据调查结果，在满足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条件下，综合判断

是否重新审议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相关方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 年 3月 15 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13）。 

  5.持股 5%以上股东股票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 

  2022 年 6 月 14 日，公司第一大股东张春霖先生持有公司的全部股份被司法再冻结及轮候冻结。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6 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被司法再冻结及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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