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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889                证券简称：爱克股份                公告编号：2022-041 

深圳爱克莱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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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克股份 股票代码 300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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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永建 陈滢 

电话 0755-23229069 0755-23229069 

办公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松岗大道 11 号

健仓科技园一栋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松岗大道 11 号

健仓科技园一栋 

电子信箱 exc@exc-led.com exc@exc-l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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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356,593,235.26 574,538,895.47 -37.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577,765.83 41,490,007.66 -91.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3,427,630.69 26,530,874.43 -1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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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0,077,992.05 -105,977,672.78 5.5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29 0.2660 -91.3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29 0.2660 -91.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3% 2.67%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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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0,956,829.71 2,659,594,738.25 -8.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58,852,671.46 1,560,214,857.21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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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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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明武 境内自然人 29.06% 45,337,500.00 45,337,500.00 质押 12,560,000 

张锋斌 境内自然人 10.58% 16,500,000.00 12,375,000.00   

冯仁荣 境内自然人 6.30% 9,825,000.00 7,368,750.00   

陈利 境内自然人 5.91% 9,225,000.00  质押 2,000,000 

郑闳升 境内自然人 3.93% 6,124,800.00  质押 5,800,000 

深圳市高新投人

才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人才创新

创业二号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1.85% 2,880,000.00    

郭群涛 境内自然人 1.11% 1,725,000.00 1,293,750   

深圳市红土智能

股权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深圳市

红土智能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1.09% 1,700,000.00    

陈永建 境内自然人 0.63% 985,500.00 739,125   

何德康 境内自然人 0.60% 930,57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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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爱克莱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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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经营及战略发展的需要，为加强公司竞争力，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2,000 万元人民币设立全

资子公司深圳爱科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深圳爱科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已于 2022 年 1 月完成工商注册登记

手续，并取得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公司已于 2022 年 1 月 18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发布了《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并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2022-001）。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张锋斌、冯仁荣、陈永建，高级管理人员郭群涛 4 名股东持有的首次公开发

行前已发行股份于 2022 年 3 月 16 日解除限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2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发布的《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2022-003）。 

   3.鉴于公司及子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充分利用金融杠杆为业务发展提供充足的营运资金，公司及子公

司 2022 年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0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额度为公司及子公司可

使用的综合授信最高限额，额度最终以各家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具体申请授信额度的金融机构及

融资额度将视公司的实际经营需求决定。公司已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发布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2 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公告》（2022-010）。 

   4.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签署投资意向协议的议

案》，同意公司与叶志斌等 8 名股东（以下合称“交易对方”）签订《意向协议》，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6,000 万元的自有资金购买交易对方持有的佛山市顺德区永创翔亿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80%股权。公司已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4 月 27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发布了《关于拟签署投资意向协议的

公告》（2022-008）、《关于正式签署投资意向协议的公告》（2022-017）。 

   5.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2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址、内部投资结构及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同意公司调整 LED

景观照明灯具和智慧控制器生产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址、内部投资结构及项目实施进度。公司已于 2022

年 6 月 23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发布了《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

址、内部投资结构及项目实施进度的公告》（2022-024），并于 2022 年 7 月 13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此议案。 

   6.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2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拟使用募集资金购买土地使用权及房屋建筑物并签署相关协议的议案》，公司拟以不超过人民币

28,000.00 万元的募集资金向新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购买其位于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公明办事处塘明公路

南侧新纶科技产业园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及已建设的工业厂房。公司已于 2022 年 6 月 23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发布了《关于拟使用募集资金购买土地使用权及房屋建筑物并签署相关协议的公

告》（2022-025），并于 2022 年 7 月 13 日召开的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此议案。 

www.cninfo.com.cn
www.cninfo.com.cn
www.cninfo.com.cn
www.cninfo.com.cn
www.cninfo.com.cn
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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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2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地址并修订〈公

司章程〉的议案》。公司已于 2022 年 6 月 23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发布了《关于变更

注册地址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2022-026），并于 2022 年 7 月 13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此议案。 

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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