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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16                证券简称：久之洋                公告编号：2022-028 

湖北久之洋红外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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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之洋 股票代码 30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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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普 杨岸 

电话 027-59601200 027-59601200 

办公地址 武汉市江夏区庙山开发区明泽街 9 号 武汉市江夏区庙山开发区明泽街 9 号 

电子信箱 market@hbjir.com 343484330@q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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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504,041.70 287,700,267.34 -19.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2,178,606.76 34,009,414.35 -34.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15,830,775.57 30,947,285.92 -48.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4,121,315.31 -198,780,722.42 2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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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32 0.1889 -34.7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32 0.1889 -34.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5% 2.97%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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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9,542,059.11 1,526,335,624.30 -2.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92,873,403.36 1,192,114,796.60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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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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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中光电技

术研究所 
国有法人 58.25% 104,850,000.00 0.00   

北京派鑫科

贸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75% 22,953,897.00 0.00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国投瑞银

国家安全灵

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33% 595,700.00 0.00   

张迎宾 境内自然人 0.32% 580,000.00 0.00   

王蕾 境内自然人 0.24% 438,000.00 0.00   

王瑞琦 境内自然人 0.23% 414,831.00 0.00   

廖鲁斌 境内自然人 0.23% 410,002.00 0.00   

牛方全 境内自然人 0.21% 383,000.00 0.00   

邵强 境内自然人 0.20% 362,250.00 0.00   

蒋龙福 境内自然人 0.18% 330,000.00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未知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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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张迎宾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450000.00 股外，还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30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580000.00 股。 

2.公司股东王蕾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58000.00 股外，还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80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438000.00 股。 

3.公司股东廖鲁斌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60000.00 股外，还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50002.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410002.00 股。 

4.公司股东牛方全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01500.00 股外，还通过申万宏源西部证券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815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383000 股。 

5.公司股东蒋龙福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30000.00 股外，还通过国联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00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330000.00 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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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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3 月 29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2022 年 4 月 26 日召开的 2021 年年度股

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拟以 2021 年

12 月 31 日股本总数 18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19 元人民币（含税），合计派发现金

股利人民币 21,420,000.00 元（含税），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事项于 5 月中

旬实施完毕。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公司于 2022年 4月 15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 2022 年 4 月 26 日召开的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补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公司原独立董事乔晓林、赵力航、裴晓黎因公司主管单位最新政策及个人原因辞去

公司独立董事、专门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职务，余洋、刘铁根、王延章补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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