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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75                证券简称：香农芯创                公告编号：2022-064 

 

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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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农芯创 股票代码 300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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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柏林 包婺月 

电话 0563-4186119 0563-4186119 

办公地址 
安徽省宣城宁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

北路 16 号 

安徽省宣城宁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

北路 16 号 

电子信箱 ir@shannonxsemi.com ir@shannonxsem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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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8,645,201,905.07 146,087,664.40 5,817.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4,872,965.89 61,011,130.66 170.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149,223,187.51 10,899,641.62 1,26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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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9,530,992.39 103,670,198.69 -302.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9 0.15 16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9 0.15 16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90% 4.47%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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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5,433,907.07 4,354,777,187.60 8.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74,037,670.02 1,557,050,269.40 1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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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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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领信基石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深圳市

领汇基石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11.83% 49,676,067 0   

刘翔 境内自然人 10.70% 44,942,904 0 质押 21,000,000 

深圳市领信基石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深圳市

领驰基石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9.43% 39,593,603 0 质押 39,593,603 

深圳市领信基石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深圳市

领泰基石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9.10% 38,233,133 0 质押 38,233,133 

深圳市平石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平石 Fz3 对冲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5.90% 24,780,000 0   

珠海横琴长乐汇资本管

理有限公司－长乐汇资

本专享 16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5.90% 24,780,000 0   

芜湖弘唯基石投资基金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弘唯基石华盈私

募投资基金 

其他 5.18% 21,739,196 0   

深圳市衍盛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衍盛战略精选

三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5.00% 21,000,000 0   

刘军 境内自然人 2.85% 11,965,253 0   

上海呈瑞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呈瑞和兴 41 号私
其他 2.00% 8,40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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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深圳市领汇基石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领驰基

石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芜湖弘唯基石投资基金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弘唯基石华盈私募投资基金、深圳市领泰基石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互为一致行动人；股东刘翔为股东刘军之子。除

此以外，未知公司其他股东之间是否构成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上海呈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呈瑞和兴 4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480,000 股外，还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92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8,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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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足公司及联合创泰相关业务不断发展对营运资金的需求，进而促进公司主营业务持续健康发展，公司于

2021 年 9 月启动向原股东配股事项，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42,309.22 万元人民币（含 42,309.22 万元），扣除发

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2022 年 8 月 3 日，公司配股申请获得创业板上市委 2022 年第 48 次

审议会议审核通过，截至目前，配股事项正在推进中。 

   2、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聚隆景泰与聚隆景润分别将所持有的马鞍山域峰全部合伙企业份额对外转让，其中聚

隆景泰将持有的马鞍山域峰 99%合伙份额以 11,180.09 万元转让给马炉光先生、聚隆景润将持有马鞍山域峰 1%合伙份额

以 112.93 万元转让给上海慧沁泽，上述交易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马鞍山域峰在本报告期后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

表范围。 

 

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小红 

2022 年 8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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