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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94                       证券简称：国联水产                       公告编号：2022-053 

湛江国联水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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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联水产 股票代码 30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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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永振 陈颜乐 

电话 0759-2533778 0759-2533778 

办公地址 
广东湛江吴川市黄坡镇（吴川）华昱

产业转移工业园工业大道 6 号 

广东湛江吴川市黄坡镇（吴川）华昱

产业转移工业园工业大道 6 号 

电子信箱 ir@guolian.cn、liangyz@guolian.cn chenyl@guolia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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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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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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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4,737,607.84 2,099,218,328.31 15.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2,848,819.27 10,201,049.82 222.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29,955,736.36 -2,930,746.68 1,122.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5,934,859.71 248,593,988.81 2.9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1 3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1 3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4% 0.51%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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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8,113,891.51 5,119,045,163.62 0.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59,263,591.03 2,118,156,040.32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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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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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余国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31% 157,901,642.00  质押 76,000,000.00 

冠联国际投资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8.52% 77,729,550.00    

广东省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 

革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广东 

省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基 

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2.62% 23,903,370.00    

李忠 境内自然人 1.97% 17,938,605.00 
13,453,954.

00 
  

李国通 境内自然人 1.29% 11,748,000.00  质押 8,000,000.00 

陈汉 境内自然人 1.29% 11,748,000.00 
8,811,000.0

0 
质押 10,000,000.00 

李经实 境内自然人 0.86% 7,835,600.00    

邱小贞 境内自然人 0.55% 5,023,405.00    

姜增彬 境内自然人 0.38% 3,482,000.00    

张丽萍 境内自然人 0.30% 2,774,06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新余国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冠联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同为李忠、李国通、

陈汉，存在关联关系。2、其余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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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新余国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26,404,345 股外，还通过

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31,497,297 股，实际合计持有 157,901,642 股；2、邱小

贞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0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5,023,405

股，实际合计持有 5,023,405 股。3、姜增彬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0 股，

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3,482,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3,482,000 股；4、张丽

萍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0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2,774,064

股，实际合计持有 2,774,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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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事项 

2021 年 9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 A股股票等议案。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24 日召开了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2022 年 6 月 22 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关于湛江国联水产开

发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以下简称“《告知函》”）。深交所发行上市审核

机构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2022 年 8 月 18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湛江国联水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826 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未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湛江国联水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忠 

 

2022 年 8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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