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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82                证券简称：金龙羽                公告编号：2022-048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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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谷仕湘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丁海芳 

彭松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丁海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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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龙羽 股票代码 002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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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杏丹  

办公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吉华街道吉华路 288 号

金龙羽工业园 
 

电话 0755-28475155  

电子信箱 jxd@szjl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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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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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减 

营业收入（元） 2,062,703,893.23 1,837,637,231.78 12.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9,891,153.01 105,735,500.16 13.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119,626,027.91 105,160,200.60 13.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30,169,434.06 -703,490,605.40 67.2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69 0.2442 13.3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69 0.2442 13.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26% 5.34% 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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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0,822,968.40 3,166,204,555.36 6.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04,001,613.07 1,870,774,028.64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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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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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有水 
境内自然

人 
56.83% 246,000,000 0 质押 

63,500,00

0 

郑会杰 
境内自然

人 
7.32% 31,673,100 0 质押 

20,833,10

0 

郑凤兰 
境内自然

人 
6.93% 30,000,000 0 质押 

16,365,00

0 

吴玉花 
境内自然

人 
5.78% 25,000,000 0   

郑钟洲 
境内自然

人 
1.16% 5,000,000 0   

黄丕勇 
境内自然

人 
0.35% 1,500,000 0 冻结 1,500,000 

唐同志 
境内自然

人 
0.19% 810,000 0   

深圳前海

睿景开元

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睿元稳

健 1 号私

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15% 643,600 0   

孙文峪 
境内自然

人 
0.14% 596,700 0   

UBS AG 境外法人 0.12% 505,21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郑有水、郑会杰、郑凤兰、吴玉花、郑钟洲为一致行动人，且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情形。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公司股东唐同志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400,000 股，通过国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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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000 股，合计持有 810,000 股；公司股东深圳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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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如有） 海睿景开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睿元稳健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票 0 股，通过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643,600 股，合计持有 64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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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定期）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议案》，决定为加快资金周转，提高资金利用率，增强盈利能力，同

意：公司及子公司与国内商业银行、商业保理公司等具备相关业务资格的机构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自本次董事会决

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保理金额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4 亿元。 

2、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于 2021 年 8 月 1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惠州市金龙羽电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与重庆锦添翼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签署〈关于共同开发固态

电池相关技术及产业化的框架协议〉的议案》，子公司拟在五年内投入不超过三亿元人民币与锦添翼共同进行固态电池

及其关键材料相关技术的研究开发，并推动研究成果产业化。 

    报告期内，为顺利完成固态电池及关键材料研发中心建设及今后的运作，惠州电缆特设立了重庆分公司，框架协议

涉及的各项研发工作有序开展。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电芯中试生产线、扣式电池以及固化锂电池各一条小试线已基本

完成设备安装，正在进行调试；固态电解质中试研发平台进入试生产阶段；硅碳负极材料小试研发平台进入样品研制阶

段；前述中试、小试的原材料备料工作已经完成。 

    惠州电缆及锦添翼推动框架协议约定的专利权按份共有工作，目前惠州电缆受让了 12项已授权发明专利 15%份额、

7 项发明专利申请权 15%份额，惠州电缆与锦添翼作为共同申请人向国家专利局提交了 1 项发明专利的申请并获得受理通

知书，其中惠州电缆享有 50%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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