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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38                                                证券简称：顺络电子                                                       公告编号：2022-080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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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络电子 股票代码 00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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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祖华 ---- 

办公地址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大富苑工业区

顺络观澜工业园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大富苑工业区

顺络观澜工业园 

电话 0755-29832586 0755-29832586 

电子信箱 info@sunlordinc.com info@sunlordin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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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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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5,682,262.65 2,310,955,176.19 -7.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93,523,887.59 410,824,248.66 -28.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263,333,742.45 387,969,133.01 -3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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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20,895,759.20 486,339,060.47 7.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7 0.51 -27.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7 0.51 -27.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28% 8.26%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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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4,760,526.86 9,741,159,974.52 12.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459,429,226.84 5,532,038,424.34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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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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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金钰 
境内自然

人 
9.50% 76,624,179 71,335,890 质押 54,846,293 

新余市恒

顺通电子

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7.59% 61,202,000  质押 37,009,200 

香港中央

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6.75% 54,455,237    

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兴

全趋势投

资混合型

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4.94% 39,850,334    

深圳市前

海方位投

资管理有

限公司－

方位成长

10 号私募

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2.99% 24,089,860    

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兴

全轻资产

投资混合

型证券投

资基金

（LOF） 

其他 2.24% 18,041,538    

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
其他 1.55% 12,531,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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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零二组

合 

深圳顺络

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

－第二期

员工持股

计划 

其他 1.06% 8,562,900    

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02% 8,248,537    

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华 

安策略优

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02% 8,232,56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深圳市前海方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方位成长 10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于 2021 年 11 月 22 日

与新余市恒顺通电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全部股东及公司核心管理人员——施红阳先生、李

有云先生、李宇先生、郭海先生、高海明先生和徐佳先生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 

除上述股东外，本公司其他发起人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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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余市恒顺通电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7,600,0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53,602,000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61,202,000 股。 

深圳市前海方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方位成长 10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9,639,3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14,450,560 股，合计

持有本公司股票 24,089,86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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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重要事项 

1、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 日披露了《关于股东转让股份计划完成及第一大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因

进一步完善管理层持股结构，袁金钰先生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定向给深圳市前海方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方位成长 1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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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方位成长 10 号”）转让合计不超过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2.48%（含本数），即不超过 2,000

万股（含本数）。方位成长 10 号是公司管理层持股平台，管理人是深圳市前海方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人除管理人

外，全部为顺络电子的核心管理团队，该计划实施期间，袁金钰先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转让给方位成长 10 号共计

16,871,560 股，占总股本比例 2.09%，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转给其他方共计 14,370,341 股，占总股本比例 1.78%，截至

2022 年 6 月 6 日，该计划已实施完毕。 

2、（1）公司为实现与上海德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发展的双赢局面。2021 年 4 月 27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股权转让意向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于 2021 年 4 月 27 日与上海德门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签订《股权转让意向书》系交易双方就本次交易达成的初步意向。公司已支付交易意向金人民币 5,000 万元，上海

德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已配合公司完成以上海德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所持占上海德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60%股

权为质物的质押担保登记手续。2021 年 9 月 29 日，公司已签署《股权转让意向书之补充协议》意向书的有效期限将延

长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 

（2）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5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上海德门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受让德门电子科技所持有的占上海德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目标公司”）注册资本 60%的股权，并于 2021 年 12 月 15 日与德门电子科技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公司与德门电

子科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已正式生效，且已办理完成工商登记手续，并取得上海市闵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2

年 1 月 21 日换发的《营业执照》。 

3、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6 日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变动达到 1%暨第一大股东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及《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此次权益变动后，袁金钰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低于新余市恒顺通电子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方位成长 10 号、施红阳先生、李有云先生、李宇先生、郭海先生、高海明先生和徐佳先生组成的一

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和控制公司股份数量 93,700,25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62%，新余市恒顺通电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方位成长 10 号、施红阳先生、李有云先生、李宇先生、郭海先生、高海明先生和徐佳先生组成的一致行动人被动成为公

司第一大股东，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生变更。 

4、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9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并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了《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回购股份报告书》，公司拟以不低

于人民币 2 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含）的资金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

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通过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5,337,468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66%，最高成交价为 26.0145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21.36 元/股，已使用资金总额 125,583,399.64 元（不

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尚未实施完毕。 

5、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9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

意注销公司全资子公司日本顺络电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日本顺络”），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办理注销日本顺络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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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相关事宜。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已按照有关程序完成了企业注销手续。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

范围将相应发生变化，日本顺络子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日本顺络尚未独立开展实际经营业务，不会对公司

整体业务发展和盈利水平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6、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7 日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与关联人、专业投资机构共同对公司之控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为增强公司及其控股公司顺络叠层的凝聚

力、发挥员工积极性，提升顺络叠层的治理水平和盈利能力，以及优化顺络叠层股权结构，有效推进顺络叠层内外部资

源整合，进一步提升顺络叠层的竞争力，实施深圳顺络叠层电子有限公司增资暨引入外部投资者方案，新余星恒显科技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余虹恒昱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及新余顺昱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员工持股平

台，拟以合计不超过（含）人民币 1,427 万元的现金向深圳顺络叠层电子有限公司投资，深圳市中小担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深圳前海申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专业机构投资者，拟以合计不超过（含）人民币 400 万元的现金向深

圳顺络叠层电子有限公司投资，深圳顺络投资有限公司拟以合计不超过（含）人民币 7,173 万元的现金向深圳顺络叠层

电子有限公司增加投资，具体金额和出资比例将以最终实际增资情况为准。本次增资完成后，深圳顺络叠层电子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 1,000 万元增至人民币 10,000 万元，公司持有占深圳顺络叠层电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81.73%的出

资，新余顺昱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占深圳顺络叠层电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的出资，新余星恒显科技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占深圳顺络叠层电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3.63%的出资，新余虹恒昱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

有占深圳顺络叠层电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64%的出资，深圳市中小担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占深圳顺络叠层电子有限

公司注册资本 2%的出资，深圳前海申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有占深圳顺络叠层电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的出

资。截至本公告之日，本次增资方案尚未实施。 

以上相关公告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请投资者查阅。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袁金钰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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