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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96                                                          证券简称：利亚德                                                  公告编号：2022-055 

利亚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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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亚德 股票代码 300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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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楠楠 梁清筠 

电话 010-62864532 010-62864532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北正红旗西街 9

号 

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北正红旗西街 9

号 

电子信箱 leyard2010@leyard.com leyard2010@leyar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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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1,505,820.82 3,600,778,007.30 2.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67,512,998.12 284,654,330.15 -6.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240,249,170.38 261,021,286.36 -7.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0,313,235.07 34,619,461.93 -823.0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52 0.1119 -5.9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19 0.1083 -5.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8% 3.80%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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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38,061,707.13 15,848,259,875.44 -3.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962,495,316.15 7,773,885,643.94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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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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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军 境内自然人 22.61% 575,006,000 431,254,500 质押 174,007,438 

中泰证券资管－支持民

企发展中泰资管 2 号

FOF 集合资管计划－证

券行业支持民企发展系

列之中泰资管 22 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4.97% 126,369,000    

谭连起 境内自然人 1.72% 43,761,222  质押 15,000,000 

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宁泉致远 39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63% 41,562,604    

周利鹤 境内自然人 1.52% 38,662,499    

朱晓励 境内自然人 1.24% 31,491,55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20% 30,569,896    

利亚德光电股份有限公

司－2021 年员工持股计

划 

其他 0.79% 20,000,000    

卢长军 境内自然人 0.53% 13,500,000 10,125,000   

沙丽 境内自然人 0.50% 12,600,000 9,4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 周利鹤与朱晓励为夫妻关系，属于一致行动人； 

2、 除上述之外，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也不是一致行动人。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朱晓励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7,150,900 股，通过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4,340,653股，合计持有公

司股票 31,491,553 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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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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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

元） 
利率 

利亚德光电股

份有限公司可

转换公司债券 

利德转债 123035 
2019年 11月

14 日 

2025年 11月

13 日 
79,877.43 1% 

（2） 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46.97% 50.78% 

流动比率 1.89 1.73 

速动比率 0.89 0.89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1.24 11.5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24,024.92 26,102.13 

三、重要事项 

LED 显示行业在经历了 2021 年市场需求高速增长后，2022 年 4-5 月境内疫情较为严重，境内业务

均受到影响，显示业务也出现了订单下滑；6 月份疫情稳定后，显示业务恢复迅速，6-7 月订单较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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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环比增长近 50%，尤其是原有 Micro 产品（P0.4-0.9mm）成本及售价降低，公司推出“黑钻”系列产

品后， Micro LED 订单大增。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7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8%；实现归母净利润 26,751 万元，较上年

同期下降 6.02%，扣非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 7.96%；由于各业务板块毛利率均有所提高，公司综合毛

利率较上年同期提升 1.41 个百分点，达到 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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