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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45、200045                                 证券简称：深纺织 A、深纺织 B                                        公告编号：2022-30 

深圳市纺织(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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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纺织 A、深纺织 B 股票代码 000045/20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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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澎 李振宇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 3 号深纺大厦

A座六楼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 3 号深纺大厦

A座六楼 

电话 0755-83776043 0755-83776043 

电子信箱 jiangp@chinasthc.com lizy@chinasth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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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5,137,309.09 1,101,536,407.38 31.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2,433,525.10 76,603,074.39 -44.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34,970,975.47 61,814,528.89 -43.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9,438,234.59 -52,643,536.25 25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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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38 0.1509 -44.4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38 0.1509 -44.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0% 2.74%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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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90,609,337.03 5,496,647,107.83 3.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833,979,078.56 2,816,795,889.89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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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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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6.21% 234,069,436.00    

深圳市深超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18% 16,129,032.00    

孙慧明 境内自然人 1.19% 6,008,653.00    

邓俨 境内自然人 1.17% 5,928,200.00    

苏伟鹏 境内自然人 0.68% 3,423,010.00  质押 2,800,000 

章木秀 境内自然人 0.45% 2,298,800.00    

祁建洪 境内自然人 0.44% 2,218,800.00    

侯秀兰 境内自然人 0.38% 1,946,191.00    

王忠晶 境内自然人 0.37% 1,872,900.00    

李增卯 境内自然人 0.35% 1,760,09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深超科技投

资有限公司不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前 10 名普

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亦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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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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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事项 

（一）超大尺寸电视用偏光片产业化项目（7 号线）进展情况 

报告期内，7 号线良率和损耗率等技术指标逐月改善，生产产能提升，公司经营业绩逐月向好。7 号线主要产品已完

成客户验证，订单量逐步增加，产品的单位制造成本逐步降低，随着 7 号线爬坡顺利推进，后续将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

生积极影响。 

  

（二）关于投资建设 RTS 后段裁切产线的情况 

2021 年，公司经审慎论证，增加投资建设 1 条 RTS 后段裁切产线，项目投资总额不超过 3,000 万元；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已签合同金额为 2,540.24 万元，实际支付 1,978.98 万元；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

响，目前项目主要设备已完成制造及设备搬入，正在根据长沙惠科产线的建设、投产进度有序推进后续安装调试。 

  

（三）合营公司深圳协利资产处置情况 

深圳协利汽车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协利”）是公司 1981 年与香港协利维修公司投资成立的中外合资企业，

注册资本 312 万元，本公司持有 50%股权。该公司经营期限至 2008 年终止，并于 2014 年被吊销营业执照，该公司主要

资产为房产。2020 年 3 月，深圳协利工商已注销，但其名下尚有三处房产如何处置双方股东需进一步协商后解决。 

公司于 2021 年 07 月 26 日向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提起撤销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 年 3 月 9 日核准深

圳协利汽车企业有限公司注销的行为，于 2021 年 11 月 21 日法院给出判决，撤销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深圳协利汽

车企业有限公司注销的行为；2021 年 12 月 3 日和 12 月 6 日，香港协利和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分别向深圳市中级人民

法院提交上诉状。2022 年 4 月 18 日，公司收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发来的二审开庭通知，本案已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二

审开庭审理。2022 年 6 月 28 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一是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2021）粤 0308 行初

1883 号行政判决；二是发回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重新审理。2022 年 7 月 22 日收到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

院传票，定于 2022 年 8 月 25 日开庭审理。 

  

（四）关于应对新冠疫情减免公司自有物业租金的情况 

为共同应对疫情，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根据深圳市政府发布的《深圳市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帮助市场主体

纾困解难若干措施》（深府〔2022〕28 号），依照深圳市国资委有关工作要求，公司结合实际经营情况，制定了公司及

所属全资企业自有物业租金减免实施方案，与市场主体共渡难关，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本次公司及所属全资企业的物业租金减免对公司 2022 年度营业收入的影响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3,035 万元，占 2021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的比例约为 1.3%；对公司 2022 年度归母净利润的影响预计约为人民币 3,024 万元，占 2021 年度

经审计的归母净利润的比例约为 49.4%。本次租金减免对公司 2022 年度营业收入、归母净利润的影响系未经审计的预估

数据，仅为投资者了解本次租金减免对公司的影响所用，最终以实际执行金额为准。 

 

（五）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涉及诉讼暨锦航基金诉盛波光电解散纠纷一案的进展情况 

公司和公司控股子公司盛波光电分别于 2022 年 7 月收到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送达的案号为（2022）粤

0310 民初 3507 号《参加诉讼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传票》及《民事起诉状》等法律文书，被告知该院已受理杭州

锦航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锦航基金”）诉盛波光电解散纠纷一案，通知本公司作为本案当事

人参加诉讼、盛波光电作为本案被告应诉。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 2022-20 号公告。 

本案已于 2022 年 7 月 15 日 9 时 30 分在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尚未作出判决。 

  

（六）子公司参与设立产业基金的进展情况 

2017 年 11 月 16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盛波光电与基金管理人怀记投资、普通合伙人锦新投资以及其他有限合伙人签

署了《长兴君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共同发起设立产业基金，专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光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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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膜产业链相关项目，基金规模 5,000 万元，盛波光电作为产业基金的有限合伙人之一，认缴出资 2,850 万元，详见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 2017-55 号公告。 

2018 年 2 月 10 日，长兴君盈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并已于 2018 年 2 月 8 日完成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详见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 2018-05 号公告。 

为优化战略布局，补充流动资金，盛波光电与杭州元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贞投资”）于 2022 年 7 月

11 日签署了《关于长兴君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财产份额转让协议》，将盛波光电所持有的长兴基金份额，

按照 2,850 万元的交易对价转让予元贞投资。本次财产份额转让后，公司将退出长兴基金，不再持有长兴基金的合伙份

额，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 2022-21 号公告。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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