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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99                                      证券简称：雄塑科技                                      公告编号：2022-064 

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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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雄塑科技 股票代码 300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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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勇军  

电话 0757-81868066  

办公地址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龙高路敦根 

路段雄塑工业园 
 

电子信箱 XS300599@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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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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8,079,780.50 1,066,772,758.13 -13.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4,943,491.19 80,150,358.84 -68.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2,192,801.78 76,179,286.38 -70.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3,835,634.30 -52,816,772.72 220.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26 -73.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26 -73.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7% 4.09%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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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9,048,344.48 2,890,875,426.42 -4.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59,998,577.29 2,270,868,242.80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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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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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锦禧 境外自然人 24.47% 87,629,800.00 65,722,350.00   

黄淦雄 境内自然人 16.42% 58,822,400.00 44,116,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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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铭雄 境内自然人 14.05% 50,315,200.00 37,736,400.00   

佛山市雄进

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9% 8,195,200.00 0.00   

关正生 境内自然人 1.21% 4,324,372.00 0.00   

宁勇 境内自然人 0.91% 3,259,643.00 0.00   

广东省九江

酒厂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51% 1,822,162.00 0.00   

麦甘霖 境内自然人 0.46% 1,655,321.00 0.00   

曾文中 境内自然人 0.45% 1,602,437.00 0.00   

徐慧娟 境内自然人 0.41% 1,480,000.00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上述前 10 名股东中黄锦禧与黄淦雄、黄铭雄系父子关系，黄淦雄、黄铭

雄系兄弟关系；黄铭雄持有雄进投资 100%股权；黄锦禧、黄淦雄、黄铭

雄及雄进投资为一致行动人。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

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

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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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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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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因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

司股票（股票简称：雄塑科技，股票代码：300599）自 2021 年 11 月 9 日开市起停牌，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 2021 年 11 月 9 日披露的《关于筹划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21-089）。在股票

停牌期间，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6 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1-090）。 2021 年 11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本

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交 易相关的议案，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公司同时

披露《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暨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2021-09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雄塑科技，股

票代码：300599）于 2021 年 11 月 23 日开市起复牌。除上述公告外，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12 月 23 日、

2022 年 1 月 22 日、2022 年 2 月 23 日、2022 年 3 月 24 日、2022 年 4 月 23 日、2022 年 5 月 21 日、

2022 年 6 月 18 日披露了《关 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 2021-099、2022-003、

2022-004、 2022-008、2022-009、2022-034、2022-044）。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自筹划以来，市场环境较本次重组筹划之初发生较大变化。为切实维护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经公司审慎研究及 与交易各方友好协商，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 2022 年 6 月 24 日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7）。 

 

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淦雄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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