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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50                                                证券简称：三花智控                                                          公告编号：2022-090 

证券代码：127036                                                债券简称：三花转债  

浙江三花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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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暂以截止 2022 年 8 月 10 日股本 3,586,507,315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注：截止 2022 年 8 月 10 日，公司股本 3,591,121,375 股，其中回购股份数量为 4,614,060 股，根据《公司法》 的规

定，上市公司通过回购专户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享有参与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权利。 

若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而发生变

化时，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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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花智控 股票代码 00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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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凯程 王语彤 

办公地址 
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下沙白杨街道

12 号大街 289 号 

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梅渚沃西大道

219 号三花工业园区办公大楼 

电话 0571-28020008 0575-86255360 

电子信箱 shc@zjshc.com shc@zjshc.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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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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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59,952,995.52 7,674,081,761.69 32.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03,187,335.23 823,881,221.70 21.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1,030,047,529.50 719,771,655.78 43.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61,013,129.16 825,216,623.26 -7.7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 0.23 21.7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 0.23 17.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74% 8.04%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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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11,743,393.51 23,619,966,759.91 7.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681,018,144.09 11,150,308,271.43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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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60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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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花控股

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9.31% 1,052,451,233.00 0 质押 

285,913,65

3.00 

浙江三花

绿能实业

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0.68% 742,747,954.00 0   

香港中央

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20.36% 731,059,926.00 0   

张亚波 
境内自然

人 
1.45% 52,031,200.00 390,234,000   

阿布达比

投资局 
境外法人 0.71% 25,546,544.00 0   

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汇添富

中证新能

源汽车产

业指数型

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

金

（LOF） 

其他 0.39% 14,173,455.00 0   

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
其他 0.38% 13,606,759.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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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广发科

技创新混

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国

泰江源优

势精选灵

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37% 13,180,547.00 0   

东方贸易

株式会社 
境外法人 0.36% 13,096,245.00 0   

陈君 
境内自然

人 
0.36% 12,900,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三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三花绿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张亚波为一致行动

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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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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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三花智能

控制股份有限

公司可转换公

司债券 

三花转债 127036 
2021 年 06 月

01 日 

2027 年 05 月

31 日 
299,917.64 

第一年 0.2%、 

第二年 0.4%、 

第三年 0.6%、 

第四年 1.5%、 

第五年 1.8%、 

第六年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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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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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58% 52.36% 

流动比率 2.01 1.98 

速动比率 1.56 1.55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4.49 31.9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103,004.75 71,977.17 

利息保障倍数 12.12 26.05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19.4 33.01 

三、重要事项 

2022 年 5 月，公司推出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向 1,366 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1,758.5 万股，向 41 名激励对象授予股票增值权 48.5 万股，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2022 年 5 月 31 日。限制性股

票和股票增值权授予价格为每股 10 元，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为 2022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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