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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01                证券简称：四川九洲                公告编号：2022038 

四川九洲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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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黄  寰 独立董事 疫情防控 冯建 

徐锐敏 独立董事 疫情防控 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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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九洲 股票代码 00080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 正 刘 露 

办公地址 
四川省绵阳市科创园区九洲大道 259

号 

四川省绵阳市科创园区九洲大道 259

号 

电话 0816-2336252 0816-2336252 

电子信箱 dsb@jiuzhoutech.com dsb@jiuzhoute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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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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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减 

营业收入（元） 1,905,874,865.15 1,606,709,209.25 18.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2,510,380.09 73,768,425.42 25.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66,178,309.34 49,741,975.72 33.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7,464,272.68 -38,567,640.33 249.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04 0.0721 25.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04 0.0721 25.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7% 2.82%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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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1,391,075.60 5,479,377,877.55 3.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51,468,943.04 2,707,736,264.64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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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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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九洲

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47.61% 486,907,288 0   

杨捷 
境内自然

人 
1.87% 19,140,000 0   

四川富润

志合投资

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21% 12,331,016 0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华

夏行业景

气混合型

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20% 12,285,500 0   

华安未来

资产－浦

发银行－

华安 

资产－浦

发银行－

东兴 1 号

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1.01% 10,303,030 0   

绵阳科技

城发展投

资（集

国有法人 0.98% 10,000,000 0 冻结 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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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有限

公司 

绵阳市九

华投资管

理中心(有

限合伙) 

其他 0.67% 6,815,620 0   

四川九洲

创业投资

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59% 6,015,300 0   

香港中央

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0.58% 5,940,898 0   

杨毅 
境内自然

人 
0.56% 5,700,6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无限售流通股东中已知四川九洲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绵阳市九华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及四川九洲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杨捷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9,140,000股；股东绵阳科技城

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信用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5,000,000 股；股东杨毅通过信用

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5,7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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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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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重要事项 

1、关于意向性收购四川九洲卫星导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5%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的情况 

       2015年 7月 10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2015年度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意向性收购四川九洲卫星导航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5%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拟与原控股股东九洲电器签订意向性协议，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九洲

电器所持的四川九洲卫星导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5%的股权。本次交易的转让价格以评估价值为依据，待完成对上述股

权的评估确定转让价格后，另行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详见公司于 2015年 7月 13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上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42）。截止报告期末，该事项无实质性进展。 

2、关于控股子公司参与设立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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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 2021年度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参与设立投资基金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九洲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九电器”）拟与四川九洲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四川九洲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四川九洲君合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九洲君信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工商登记为准）。合伙企业总认缴规模 1.49亿元人民币，其中深九电器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

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7,000万元，占合伙企业总认缴金额的 46.98%。详见公司于 2022年 1月 4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上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6）。截止报告期末，参与投资的各方签订了《绵阳九洲君信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并取得绵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详见公司于

2022年 3月 8日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参与设立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2017）。  

3、关于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2022年 1月 20日，公司召开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

况的议案》，根据生产经营需要，2022 年度拟与控股股东及其下属子公司开展包括销售、采购、 资产租赁等日常关联交

易，金额不超过 92,020 万元。详见公司于 2022年 1 月 4 日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公告》（公告编号：2022005）。 

4、关于聘请公司总经理的情况 

2022年 1月 20日，公司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 2022 年度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兰盈杰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详见公司于 2022年 1月 21日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聘任公司

总经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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