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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02                           证券简称：乾照光电                          公告编号：2022-068 

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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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照光电 股票代码 30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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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文辉 张妙春 

电话 0592-7616059 0592-7616063 

办公地址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岐山北路 514 号

E 栋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岐山北路 514 号

E 栋 

电子信箱 300102@changelight.com.cn 300102@changeligh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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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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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828,450,923.47 973,364,382.47 -14.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081,372.07 115,053,660.46 -87.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35,657,727.93 54,994,108.29 -164.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57,766,423.70 150,775,925.17 137.2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16 -87.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16 -87.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2% 4.78%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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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71,488,822.32 6,073,798,005.41 21.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131,368,613.73 2,586,799,731.11 5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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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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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信视像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29% 147,099,549.00 62,000,000.00 - - 

深圳和君正德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正德远

盛产业创新结构化私

募基金 

其他 6.51% 58,800,000.00 0.00 - -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4.76% 43,000,000.00 43,000,000.00 - - 

大成国际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大成国际问

鼎 1 号专户 

境外法人 4.65% 42,000,000.00 42,000,000.00 - - 

山西黄河股权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太行产

业并购私募基金 

其他 3.53% 31,860,000.00 0.00 - - 

深圳和君正德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正德鑫

盛一号投资私募基金 

其他 2.49% 22,480,000.00 0.00 - - 

董伟琳 境内自然人 2.27% 20,500,000.00 20,500,000.00 - - 

JPMORGAN CHASE 

BANK,NATIONAL 

ASSOCIATION 

境外法人 0.73% 6,610,239.00 6,500,000.00 - - 

毛诚忠 境内自然人 0.70% 6,296,645.00 3,500,0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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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宏阳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宏阳专项基金一期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5% 5,000,000.00 5,000,000.00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深圳和君正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正德远盛产业创新结构化私募基金、深圳

和君正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正德鑫盛一号投资私募基金及福建卓丰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2、长治市南烨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山西黄河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太行产业

并购私募基金及长治市建云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毛诚忠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5,340,145 股，通

过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956,500 股，

实际合计持有 6,296,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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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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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1〕4070 号），报告期内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87,500,000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8.0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500,000,000.00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479,236,230.55 元。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于 2022 年 3 月 23 日发行上市。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报告期内，海信视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增持有公司股票 147,099,549 股，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止，持股 5%以

上股东海信视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47,099,549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6.29%，公司第一大股东由深

圳和君正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正德远盛产业创新结构化私募基金、深圳和君正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正德鑫盛一号投

资私募基金及福建卓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变更为海信视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第一大股东变更不会导致公

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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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发生变化，公司仍处于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状态。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3、报告期内，南烨实业及其一致行动人太行基金、建云物资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5,710,018 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5.05%），因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上市，其合计持股比例由 5.05%降为 3.99%，南烨实业及其一致行动人退出公司持

股 5%以上股东。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www.cninfo.com.cn
www.cninfo.com.cn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三、重要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