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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06                   证券简称：名家汇                公告编号：2022-055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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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家汇 股票代码 30050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业朋 饶依琳、付明琴 

电话 0755-26067248 0755-26067248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九道 10 号深圳湾

科技生态园 10栋 A座 20 楼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九道 10 号深圳湾

科技生态园 10栋 A座 20 楼 

电子信箱 minkave@minkave.com minkave@minka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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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686,692.48 386,752,148.56 -61.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7,590,503.62 6,347,784.55 -692.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38,798,022.36 20,329,780.72 -29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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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8,189,877.16 -14,328,972.45 -306.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1 -6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1 -6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4% 0.43%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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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3,049,041.50 2,263,377,519.35 -9.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14,548,599.16 1,052,139,102.78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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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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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宗玉 
境内自

然人 
20.67% 143,761,996.00 107,821,497.00 

质押 113,410,000 

冻结 17,059,710 

中国新

兴集团

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

人 
10.72% 74,556,697.00 0.00   

张经时 
境内自

然人 
2.92% 20,343,488.00 15,257,616.00   

贺洁 
境内自

然人 
2.05% 14,275,075.00 0.00   

刘成林 
境内自

然人 
1.46% 10,173,030.00 0.00   

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

TIONAL 

PLC. 

境外法

人 
0.94% 6,547,567.00 0.00   

吕强 
境内自

然人 
0.91% 6,349,206.00 6,349,206.00   

陈传兴 
境内自

然人 
0.89% 6,190,476.00 6,190,476.00   

比亚迪

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68% 4,761,904.00 4,761,904.00   

王赤平 
境内自

然人 
0.63% 4,374,603.00 3,174,60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控股股东程宗玉先生与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构成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上述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构成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如

股东陈巧连通过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760,000 股，普通证券

账户持有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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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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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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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聂荣华先生因工作调整，将不再参与公司 2021 年以

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剩余持续督导期间

的保荐工作，改由宋勋先生接替。 

2022 年 3 月 9 日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019） 

2022 年 3 月 10 日，公司将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1,200 万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使用

期限未超过 12 个月。 

2022 年 3 月 10 日 《关于归还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20）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向特定对象发行融资总额不

超过人民币 3 亿元且不超过最近一年末净资产 20%的

股票，授权期限为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

至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2022 年 4 月 2 日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32） 

2022 年 4 月 1 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程宗玉先

生解除质押 17,700,000 股及再质押 17,700,000 股。 
2022 年 4 月 6 日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解除

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37） 

因国内新冠疫情对本次交易进度产生影响，自协议签

署之日起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双方将继续就本次重

组事项进行协商。 

2022 年 6 月 1 日 《关于继续推动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爱特微（张家港）半导体技

术有限公司部分股权之补充协议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046） 

公司 2021 年以简易程序向 11 名特定对象发行的

40,550,793 股新增股份将于 2022 年 7 月 5 日上市流

通。 

 2022 年 6 月 30 日 《关于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公

告编号：2022-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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