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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29                                                              证券简称：TCL 中环                                            公告编号：2022-070 

TCL 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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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CL 中环 股票代码 00212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中环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秦世龙 蒋缘 

办公地址 
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华苑产业区（环

外）海泰南道 10 号 

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华苑产业区（环

外）海泰南道 10 号 

电话 022-23789787 022-23789787 

电子信箱 qinshilong@tjsemi.com jiangyuan@tjsem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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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要产品及应用领域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半导体材料、新能源光伏硅片、光伏电池及组件；高效光伏电站项

目开发及运营。产品的应用领域，包括集成电路、消费类电子、电网传输、风能发电、轨

道交通、新能源汽车、5G、人工智能、光伏发电、工业控制等产业。 

半导体材料板块，主要从事半导体硅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涵盖 4-12 英寸全

系列抛光片、外延片、退火片等。产品广泛应用于功率器件、逻辑芯片、存储芯片、模拟

芯片、图像处理芯片、传感器、微处理芯片、射频芯片等领域。 

新能源光伏材料板块，主要从事光伏硅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主要包括新能源

光伏单晶硅棒、硅片。 

光伏电池组件板块，主要从事光伏电池及组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主要包括光

伏电池和高效叠瓦组件。 

  

2、公司的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主营业务围绕硅材料展开，专注单晶硅的研发和生产，以单晶硅为起点和基础，

深耕高科技、重资产、长周期的国家战略科技产业，朝着纵深化、延展化方向发展。纵向

在半导体材料制造和新能源光伏制造领域延伸，形成半导体材料板块、新能源光伏材料板

块和光伏电池及组件板块。横向在强关联的其他领域扩展，围绕“绿色低碳、可持续发

展”，形成光伏发电板块，包括地面集中式光伏电站、分布式光伏电站。立足“环境友好、

员工爱戴、社会尊重、客户信赖”，以市场经营、产业技术水平和制造方式提升为导向，

通过业务发展实现全球化产业布局、全球化商业布局，进一步实现高质量发展。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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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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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31,698,336,740.55 17,644,418,985.98 17,644,418,985.98 79.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917,281,387.69 1,479,983,324.26 1,518,654,710.94 92.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900,939,209.37 1,302,330,724.34 1,341,002,111.02 116.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809,898,328.60 2,125,294,225.25 2,125,294,225.25 32.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050 0.4880 0.5007 80.7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050 0.4880 0.5007 80.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85% 7.44% 7.62% 1.2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88,714,834,286.46 77,979,359,016.94 78,217,633,870.18 13.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4,079,126,713.08 31,672,286,186.93 31,889,575,788.10 6.87%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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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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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CL 科技集团（天津）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7.39% 885,022,614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71% 152,223,604 0   

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41% 78,035,348 0   

国电科技环保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0% 41,991,60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夏国证半导体芯片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09% 35,372,308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柏瑞中证光伏产业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70% 22,637,511 0   

大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万能产品 
其他 0.69% 22,198,75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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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005L-CT001 深 

其他 0.66% 21,443,738 0   

澳门金融管理局－自有资

金 
境外法人 0.60% 19,338,083 0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天弘中证光伏产业指

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0% 19,230,87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上述股东中，TCL 科技集团（天津）有限公司为 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全资子公司。 

2、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构成《上市公司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一致行动人关系不详。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不适用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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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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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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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重大事项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用作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资金总额为不

低于人民币 35,500 万元，不超过 39,100 万元；本次回

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 61.55 元/股（含）。 

2022 年 01 月 12 日 

公告编号：2022-005 公告名称：《关于回购

股份的报告书》公告网站名称：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第一大股东“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更

名为“TCL 科技集团（天津）有限公司”，并已取得

新的企业营业执照。 

2022 年 03 月 30 日 

公告编号： 2022-022 公告名称：《关于公司

第一大股东名称变更的公告》公告网站名称：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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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和

公司控股股东 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各方就投

资建设“内蒙古中环产业城项目群”达成合作，在公司

原有产业基地的基础上进一步打造形成内蒙古中环产业

城，建成具备国际竞争力、国内最重要的单晶硅材料制

造产业基地，延链、补链、强链，打造中国“硅谷”。 

2022 年 04 月 08 日 

公告编号：2022-023 公告名称：《关于与内

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

告》公告网站名称：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基于看好新能源及半导体行业长期发展前景，对公司未

来持续增长充满信心，公司大股东 TCL 科技（天津） 

于 2022 年 1 月 11 日至 4 月 12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系统集中竞价交易增持公司股票 35,026,677 股，增持比

例达到公司总股本的 1.08%。 

2022 年 04 月 14 日 

公告编号：2022-024 公告名称：《关于第一

大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超过 1%的公告》公告网

站名称：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就“内蒙古中环产业城项目群”相关事项，公司与 

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协鑫集团有限公司、协

鑫科技控股有限公司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书》  

2022 年 04 月 20 日 

公告编号：2022-026 公告名称：《关于签署

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网站名称：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为进一步优化公司治理，结合公司的自身实际情

况，对《公司章程》、公司部分治理制度、公司基本管

理制度及内部控制制度作出相应的修订。 

2022 年 04 月 27 日 

公告编号：2022-036 公告名称：《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及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公告》公告网

站名称：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为积极履行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公司根据新制定的

《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捐赠的管理制度》， 拟以自有资

金向深圳市 TCL 公益基金会捐助 2,217.56 万元人民

币， 用于助力抗疫救灾；助力乡村振兴；通过助学项

目关心关爱关注困难师生、留守青少年群体等。 

2022 年 05 月 26 日 

公告编号：2022-040 公告名称：《关于对外

捐赠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网站名称：巨潮

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名称现变更为“TCL 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英文名称相应变更为“TCL Zhonghuan 

Renewable Energy Technology Co.,Ltd.”；公司证券简

称变更为“TCL 中环”，英文简称变更为“TZE”，证

券简称启用时间为 2022 年 6 月 20 日，公司证券代码仍

为“002129”。 

2022 年 06 月 18 日 

公告编号：2022-052 公告名称：《关于更名

工商变更登记及变更证券简称的公告》公告网

站名称：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暨总经理：沈浩平 

 

2022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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