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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933                证券简称：中辰股份                公告编号：2022-086 

债券代码：123147                债券简称：中辰转债 

中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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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辰股份 股票代码 300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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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圣伟 赵静 

电话 0510-80713366 0510-80713366 

办公地址 宜兴环科园氿南路 8 号 宜兴环科园氿南路 8 号 

电子信箱 zcdl@sinostar-cable.com zcdl@sinostar-cab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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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1,650,457.30 1,176,176,342.68 6.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9,709,050.57 42,252,445.25 17.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38,777,617.94 41,995,579.01 -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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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07,852,103.70 -219,095,697.57 -131.7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0 1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0 1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5% 3.34%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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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1,946,222.33 2,868,845,043.94 17.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28,084,205.69 1,353,556,512.15 1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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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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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辰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8.80% 223,750,000.00 223,750,000.00   

天津新远景优盛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91% 27,085,000.00 0   

宋天祥 境内自然人 3.27% 15,000,000.00 0   

王一妮 境内自然人 2.00% 9,170,000.00 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

耘陵志合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6% 7,160,000.00 0   

张学民 境内自然人 1.09% 4,999,134.00 0   

赵楠渊 境内自然人 0.96% 4,415,000.00 0 冻结 4,415,000.00 

李金勇 境内自然人 0.86% 3,950,000.00 0   

杜振杰 境内自然人 0.55% 2,500,000.00 0   

宜兴润邦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4% 2,010,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其中，王一妮女士为张学民女士之妹之女。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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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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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辰电缆股份有

限公司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 

中辰转债 123147 
2022 年 05 月

31 日 

2028 年 05 月

30 日 
57,053.7 

第一年 0.30%、第二年

0.50%、第三年 0.80%、

第四年 1.50%、第五年

2.00%、第六年 2.50%，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到期后五个交易日内，

公司将以本次发行的可转

债的票面面值的 115%

（含最后一期年度利息）

的价格向投资者赎回全部

未转股的可转债。 

（2） 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53.88% 51.86%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3.77 4.41 

三、重要事项 

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8 月 13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1 年 8 月 30 日召

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议案。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8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2 年 4 月 1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中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678 号），同意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注册申请。2022 年 5

月 31 日，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并于 2022年 6 月 1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债券初始

发行登记，登记数量为 5,705,370 张。经深交所同意，公司 57,053.7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2 年 6 月 21 日起在深

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中辰转债”，债券代码“123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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