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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23                   证券简称：广州浪奇                  公告编号：2022－061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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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浪奇 股票代码 00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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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默 刘垚 

办公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 393号 501室 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 393号 501室 

电话 020-82162933 020-82162933 

电子信箱 dm@lonkey.com.cn liuyao@lonkey.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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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2,585,522.70 1,264,766,478.11 3.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3,752,420.55 -65,686,399.13 48.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33,472,023.35 -67,057,525.64 50.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9,454,746.55 30,260,301.68 294.7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10 -0.1 79.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10 -0.1 7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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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5% -2.57% -3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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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5,504,440.14 2,707,249,978.75 -12.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06,509,882.92 1,040,012,233.47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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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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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

置专用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1.61% 348,437,888 0   

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4.88% 239,860,361 235,433,892   

兴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21% 100,070,672 0   

广州产业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54% 89,256,197 0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92% 79,318,865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东省分行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34% 69,982,560 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14% 50,614,372 0   

林旺钏 境内自然人 2.11% 34,059,814 0   

广州华糖商务发展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2% 27,749,054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分行 
国有法人 1.64% 26,371,787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广州市人民政府，根据《重整计

划》，广州轻工集团受让的股份及其原持有的公司股份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之日起三年内不得转让（向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转让除外）。广州产业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广州市人民政府。广州华糖商务发展有限公

司的控股股东为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除此以外，本公司未知其他前

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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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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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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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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部分涉案人员调查事宜： 

2021 年 1 月，公司披露了前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陈建斌、前董事会秘书王志刚因涉嫌

职务违法被监察机关立案调查，公司中层邓煜、黄健彬等人涉嫌挪用资金案被广州市公安

局南沙区分局立案侦查。2021 年 7 月，公司披露了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检察院收到了广州市

南沙区监察委员会移送审查起诉的陈建斌、王志刚、黄健彬、邓煜、姚之琦、王健的案件

材料。2021 年 8 月，公司披露了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检察院也已收到了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检

察院向其移送审查起诉前述人员的案件材料。公司贸易业务所涉及的存货风险、应收预付

等债权债务情况均与前述人员有关，公司将积极配合检察机关，以查清事实真相，维护公

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和利益。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关于部分银行账户、子公司股权解除冻结的事宜：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因债务逾期等问题面临多项诉讼、仲裁事项，而致使部分银行账

户及子公司、参股公司及孙公司股权被冻结。截至 2022 年 4 月 25 日，公司前期被冻结的

银行账户已全部解除冻结；截至 2022 年 7 月 13 日，公司前期因涉及诉讼、仲裁案件致使

公司子公司、参股公司被冻结股权已全部解除冻结。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网址：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积极推进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项目 

2022 年 4 月 30 日，公司披露了《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轻工集团以

现金 6 亿元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票。5 月 24日，公司股东大会已通过非公开发行 A股股

票的相关议案。7 月 28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获得了中国证监会受理。8 月 10 日，

公司收到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8 月 26 日，公司披露

了反馈意见的回复公告。目前，公司非公开发行项目各项工作正积极有序推进中。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网址：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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