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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66                                             证券简称：索菱股份                                                     公告编号：2022-093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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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菱股份 股票代码 00276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ST索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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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惠州市仲恺高新区东江高新科

技产业园兴科东路 1号索菱工业园 

广东省惠州市仲恺高新区东江高新科

技产业园兴科东路 1号索菱工业园 

电话 0752-2812276、0755-28022655 0752-28122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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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936,375.97 402,809,300.41 -4.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02,449.61 -189,197,345.34 10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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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431,559.61 -188,990,219.53 100.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4,817,987.42 -88,628,335.65 139.2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20 -0.2243 100.8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20 -0.2243 100.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7% -22.54% 1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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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7,160,005.67 1,378,271,465.85 -13.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34,253,017.85 645,084,829.50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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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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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9% 143,334,030 107,500,522 

质押 
142,911,99

0 

冻结 
143,334,03

0 

汤和控股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5.41% 130,000,000 0   

深圳市高

新投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00% 84,381,957 0   

中山乐兴

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7.45% 62,834,096 0   

霍尔果斯

摩山商业

保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15% 43,433,428 0   

深圳市索

菱实业股

份有限公

司破产企

业财产处

置专用账

户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81% 40,534,642 0   

上海摩山

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58% 30,216,241 0   

建华建材

（中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35% 19,857,501 0   

兴业资产

管理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24% 10,496,25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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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丽 
境内自然

人 
0.81% 6,825,5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1、2021年 12月 23日，中山乐兴与汤和控股签署《表决权委托与一致行动协议》，约定在重

整投资所涉股份登记至汤和控股证券账户之日起，汤和控股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将全部持有

公司股票的表决权等相关权利委托中山乐兴行使，同时与中山乐兴保持一致行动；建华建材

是许景新、许培锋共同控制的企业，许景新是许培锋之父，同时，建华建材和中山乐兴已出

具文件确认建华建材与中山乐兴成立一致行动关系，建华建材将确保在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期

间行使股东权利时，与中山乐兴始终保持一致的意思表示，采取一致行动；综上中山乐兴、

汤和控股与建华建材属于一致行动人； 

2、霍尔果斯摩山为上海摩山全资子公司，霍尔果斯摩山与上海摩山为一致行动人； 

3、除此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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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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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 

2022年 5月 10日，公司发布公告《关于公司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59），公司自 2022 年 5 月 11 日开市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股 

票简称由“*ST 索菱”变更为“索菱股份”，股票代码仍为“002766”，股票价格 的日涨跌幅限制由“5%”变更

为“10%”。  

2、关于股权激励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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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 2021 年年度股东

大会，会议审议通过 2022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等有关事项。2022年 6月 9日，公司分别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首次授予股权激励计划等有

关事项。截至目前，公司已完成 2022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之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首次

授予登记工作。详见公司于 2022年 7月 14日披露的《关于 2022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之限

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关于 2022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之股票期权首次授

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3、公司于 2020年 11月 2日发布《关于被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说明》（公告

编号：2020-101），公司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 经营场所无法联系”被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列入经营异

常名录。 公司已于 2022 年 4 月 14 日完成住所工商变更登记及公司章程工商备案手续， 并取得了深圳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经查询深圳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网站获悉，公司已于 2022 年 4 月 

14 日被移出异常经营名录。详见公司于 2022年 4月 19日发布的《关于完成注册地址工商变更登记并换

发营业执照及被深圳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移出异常经营名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5）。 

4、受诉讼事项影响，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索菱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7月 23日、2020年 4月 15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被列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83）、《关于重大诉讼进展及新增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7）。经查询执行信息网，截至目前，公司尚存在一条失信被执行人信息，

广东索菱已移出失信被执行名单，详见公司 2022年 8月 16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

司被移出失信被执行人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87）。 

5、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21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

037），2019 年 9 月 29 日，深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局对索菱股份涉嫌刑事犯罪立案侦查，已将该案

犯罪嫌疑人向检查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截至目前该事项尚未有结论。 

6、2020年 12月 30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发布《关于全资孙公司签署〈意向书〉的公告 》（公告编

号：2020-118），深圳索菱在全资子公司上海三旗报告担保事项时获悉，其全资子公司香港三旗和三菱于

2019 年 12 月 2 日签订《意向书》。根据《意向书》，香港三旗将为三菱提供电子设备。截至目前，该项

目已经开始小批量生产，正式合同正在商议中，尚未正式签订。 

7、报告期内，因公司执行重整计划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权益发生变动。详

见公司分别于 2022年 1月 6日、2022年 1月 28日、2022年 4月 26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股东权

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06）、《关于股东权益变动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13）、《关于股东权益变动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9）。 

8、报告期内，公司收到全资子公司广东索菱通知，深圳中院于 2022年 5月 31 日作出（2021）粤 03

破 598 号之四《民事裁定书》，裁定确认《广东索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已执行完 毕，终结广

东索菱破产重整程序。详见公司于 2022年 6月 3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法院裁定确认全资子公司

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0）。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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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