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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866                                                      证券简称：安克创新                                                    公告编号：2022-064 

安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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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克创新 股票代码 300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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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希 曾旖 

电话 0731-8870 6606 0731-8870 6606 

办公地址 
长沙高新开发区尖山路 39 号长沙中电

软件园 

长沙高新开发区尖山路 39 号长沙中电

软件园 

电子信箱 IR@anker.com IR@ank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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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根据财政部于 2021 年 11 月 2 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实施问答》，本集团针对发生在商品控制权转移给客户之前，且为

履行销售合同而发生的运输成本，将其自销售费用全部重分类至营业成本，本集团及本公司已采用上述实施问答编制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及 2022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并对上年同期数进行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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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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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87,371,356.89 5,370,576,888.61 5,370,576,888.61 9.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75,755,750.10 408,296,834.33 408,296,834.33 41.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06,087,674.30 300,274,157.71 300,274,157.71 1.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6,714,464.00 -116,246,759.72 -116,246,759.72 174.6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42 1.00 1.00 42.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42 1.00 1.00 42.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17% 7.44% 7.44%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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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92,558,265.79 8,474,231,920.67 8,474,231,920.67 6.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296,637,779.53 6,049,422,702.76 6,049,422,702.76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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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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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萌 境内自然人 44.04% 178,974,000 178,974,000   

赵东平 境内自然人 11.98% 48,700,000 48,700,000   

吴文龙 境内自然人 4.99% 20,289,800    

和谐成长二期（义

乌）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77% 15,340,984    

贺丽 境内自然人 3.70% 15,027,000 15,027,000   

苏州维特力新创业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维新仲华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3.12% 12,678,61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2.88% 11,700,993    

高韬 境内自然人 2.39% 9,725,137 7,293,853   

张山峰 境内自然人 1.70% 6,923,079 5,192,309   

天津市海翼远景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5% 5,484,24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阳萌先生和贺丽女士二者为夫妻关系；高韬先生担任天津市海翼远景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兼执行事务合伙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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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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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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董事会、监事会换届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第二届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并聘任了新一届的高级管理人员。2022 年 5 月 16 日，公

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2022 年 6 月 2 日召开了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换届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换届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换届选举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等，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监事会成员。2022 年 6 月 2 日，公司

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5 月 18 日、6 月 2 日和 6 月 6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第二

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29）、《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2-030）、《关于选举产生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7）、《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38）、《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39）。 

  

2、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022 年 6 月 20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

议案，拟实施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2 年 7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前述议案，

并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 

2022 年 7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 2022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 2022 年 7 月 12 日，同意公司以

40.00 元/股的授予价格向符合授予条件的 424 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 5,183,420 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三、重要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