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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45                                               证券简称：潮宏基                                              公告编号：2022-028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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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宏基 股票代码 00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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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俊雄 林育昊 

办公地址 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龙新工业区龙新五街 4号 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龙新工业区龙新五街 4号 

电话 0754-88781767 0754-88781767 

电子信箱 stock@chjchina.com stock@chjch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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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4,127,751.32 2,296,107,093.27 -5.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0,195,882.37 201,947,564.94 -25.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45,953,246.94 195,263,325.51 -2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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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03,343,770.14 111,896,704.65 260.4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23 -26.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0.23 -26.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1% 5.72%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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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3,424,850.47 5,633,455,702.59 -2.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498,153,810.63 3,520,988,065.52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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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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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汕头市潮鸿基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55% 253,643,040 0 质押 94,900,000 

东冠集团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8.67% 77,000,000 0 质押 13,800,000 

廖创宾 境内自然人 2.95% 26,221,690 19,666,267 质押 15,000,000 

广发信德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广东新

动能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2.89% 25,666,400 0   

汇光国际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77% 24,598,238 0   

徐彬 境内自然人 0.91% 8,099,000 0   

廖狄坚 境内自然人 0.77% 6,846,000 0   

曾佳燕 境内自然人 0.69% 6,133,534 0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第一

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0.68% 6,030,150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安鑫悦消

费驱动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56% 5,0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前 10名股东中，汕头市潮鸿基投资有限公司、东冠集团有限公司、汇光

国际有限公司为公司发起人股东，他们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廖创宾先生为汕头市潮鸿基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广东潮

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系公司开立的员工持股计划专用

证券账户，仅用于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具有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上述前 10名普通股股东中，汕头市潮鸿基投资有限公司通过山西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43,000,000股；廖狄坚通过海

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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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46,000股；

曾佳燕通过安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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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99,2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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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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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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分别于 2018年 7月 9日、2018年 7月 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预案的议案》，并于 2018年 8月 9日披露了《回购报告书》。 

自 2018 年 8 月 9日首次实施股份回购至 2019年 1月 26日股份回购完毕期间，公司累计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回购股份数量 16,9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87%，最高成交价为 6.95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4.42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 100,553,617元（不含交易费用）。 

2019 年 12 月 4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事项的议案》，同意对原回

购方案部分内容进行调整。本次调整回购股份事项已经公司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分别于 2021年 12月 27日、2022年 1月 1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股份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同意注销公司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全部股份 16,900,000 股，

并减少注册资本。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已于 2022年 3月 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2022 年 4 月，公司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汕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公司注册资本

由人民币 905,412,707元变更为人民币 888,512,707元。 

以 上 相关 公告 文件 均 已在 公司 指定 信息 披 露媒 体《 证券 时报 》 、《 中国 证券 报 》和 巨潮 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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