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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66                           证券简称：*ST 索菱                           公告编号：2021-046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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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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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索菱 股票代码 002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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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志云 徐海霞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后海大道与海德一道交汇处

中洲控股金融中心 B 栋 3609 

深圳市南山区后海大道与海德一道交汇处

中洲控股金融中心 B 栋 3609 

电话 0755-28022655 0755-28022655 

电子信箱 dm88@szsoling.com dm88@szsol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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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减 

营业收入（元） 402,809,300.41 399,466,619.31 0.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9,197,345.34 -64,678,280.10 -192.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88,990,219.53 -78,836,238.02 -139.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8,628,335.65 18,101,766.35 -589.6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50 -0.150 -2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50 -0.150 -200.0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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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元） 2,139,049,197.61 2,146,287,999.53 -0.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21,171,772.45 -762,734,144.48 -2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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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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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行亦 境内自然人 33.99% 143,334,030 107,500,522 
质押 142,911,990 

冻结 143,334,030 

中山乐兴企业

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89% 58,575,310 0   

彭汉光 境内自然人 2.76% 11,660,000 0   

刘洁 境内自然人 2.54% 10,700,000 0   

李梅芳 境内自然人 2.13% 9,000,000 0   

李丽 境内自然人 1.68% 7,100,000 0   

李贤彩 境内自然人 1.52% 6,393,400 0 
质押 6,393,400 

冻结 6,393,400 

涂必勤 境内自然人 1.18% 4,980,169 4,980,069   

陈刚 境内自然人 1.07% 4,505,186 0   

黄飞明 境内自然人 0.95% 4,008,250 3,145,86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之间李贤彩为肖行亦母亲之妹；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

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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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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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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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事项 

1、关于破产重整事项 

（1）2020 年 8 月 21 日，债权人建华建材（中国）有限公司向深圳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提交了重

整申请；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2 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被债权人申请重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0-083）；2020 年 9 月 18 日，深圳中院主持召开了听证会，为了提高重整效率和重整成功率，维护经营稳定，公司向

深圳中院提交了预重整的申请，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6 号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向法院申请公司预重整的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94）；公司于2020 年 9 月 19 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关于公司被移送破产审查的公告》，公

司收到由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送达的《决定书》【(2019)粤 0305执 6646 号】，公司移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进

行破产审查；2020 年 11 月 12 日，公司收到由深圳中院送达的《通知书》【(2020)粤 03 破申 661 号】及债权人向深圳

中院提交的《破产清算申请书》，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4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被债权人申请破产清算的提

示公告》（公告编号：2020-104）； 

（2）2020 年 12 月 16 日，公司收到深圳中院《决定书》（（2020）粤 03 破申475 号），深圳中院决定对公司启

动预重整，并指定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担任公司预重整期间管理人，详见公司于2020年12月17号在巨潮资讯网发

布的《关于法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并指定预重整期间管理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07）。截至目前，公司预重整

期间债权申报、资产评估工作已完成，公司、管理人以及有关方正全力推进公司重整的相关工作，全力推动尽快进入重整程

序，但本次重整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具有重大不确定性。如果法院正式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且

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推动公司回归健康、可持续发展轨道。若重整失

败，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关于公司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事项 

根据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公司2020年经审计的净资产为负，公司股票自2021年4月13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特别

处理，同时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特别处理，股票简称由“ST索菱”变更为“*ST索菱”。如果公司2021年度出现经审计的净

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经审计的净资产为负值、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

审计报告或者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报报告，公司股票将可能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上

市交易。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10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暨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5）。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2021年半年度报告》“第六节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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