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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66                        证券简称：三川智慧                           公告编号：2022-050 

三川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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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川智慧 股票代码 30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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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国强 -- 

电话 0701-6318013 0701-6318005 

办公地址 
江西省鹰潭高新区龙岗片区三川水工

产业园 

江西省鹰潭高新区龙岗片区三川水工

产业园 

电子信箱 ytngq@aliyun.com ytngq@aliyu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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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491,891.47 403,961,842.44 -5.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8,410,529.48 83,715,683.04 -6.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70,278,256.52 77,116,200.59 -8.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1,208,611.46 -27,575,105.79 -12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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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54 0.0805 -6.3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54 0.0805 -6.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7% 4.26%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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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4,000,547.63 2,464,659,512.52 -0.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95,365,852.71 2,047,957,414.50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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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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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三

川集团

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0.84% 424,744,566 0   

王锋 境内自然人 4.56% 47,420,500 0   

童保华 境内自然人 3.00% 31,244,133 23,433,100   

夏崇云 境内自然人 0.91% 9,491,409 0   

李强祖 境内自然人 0.62% 6,497,253 4,872,940   

管红峰 境内自然人 0.54% 5,571,060 0   

李建林 境内自然人 0.45% 4,650,000 3,487,500   

陆引才 境内自然人 0.44% 4,571,600 0   

徐勇 境内自然人 0.44% 4,524,650 0   

吴强 境内自然人 0.42% 4,37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李强祖系江西三川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建林之子，李建林、李强祖

与三川集团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

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

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上述股东中，管红峰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5,071,060 股外,还通过长江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5,571,060 股；陆引才

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 4,571,6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4,571,600 股；徐勇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524,650 股外，还通过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0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4,524,650 股；吴强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

过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37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4,3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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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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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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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4 年 28 月，公司与赣州集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龙南集盛科技有限公司出资人协议书》，确认共同

出资人民币 2,000 万元，设立“龙南集盛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新建“年产 3200 吨 REO 二次资源综合利用项目”，从

事钕铁硼废料、熔盐渣、城市矿产等资源回收加工及销售业务。其中公司出资 700 万元，出资比例为 35%； 赣州集盛出

资 1,300 万元，出资比例为 65%。 本次对外投资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截止本报告披露日，

新设公司“赣州川益科技有限公司”完成注册登记，公司尚未实际出资，新设公司相关筹备工作有序开展。 

2、2022 年 6 月 27 日，公司与天和永磁的股东周钢华、陈久昌、舒金澄等签署了《三川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陈

久昌、周钢华、舒金澄关于赣州天和永磁材料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由公司以现金支付的方式，以 21,439.57

万元合计受让陈久昌、周钢华及舒金澄持有的天和永磁 67%股权。6 月 28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受让赣州天和永磁材料有限公司 67%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7 月 15 日，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该议案；8 月 2 日，天和永磁完成了工商登记变更，成为公司子公司。 

3、2022 年 6 月 28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年产 500 万只水表智能工厂建设项目》的议案，

批准公司实施“年产 500 万只水表智能工厂建设项目”。该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江西省鹰潭高新区龙岗片区公司现有三川水

工产业园内，项目总投资 20,500 万元，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智能仓储、智慧物流、自动化产线、信息化系统以及 5G 定

制网+工业互联网平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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