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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97                证券简称：吉大通信                公告编号：2022-065 

吉林吉大通信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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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大通信 股票代码 300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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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耿燕 刘殿荣 

电话 0431-85152089 0431-85152089 

办公地址 
长春市朝阳区南湖学府经典小区第 9

幢 701 室 

长春市朝阳区南湖学府经典小区第 9

幢 701 室 

电子信箱 jlucdi@jlucdi.com jlucdi@jlucd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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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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086,689.02 194,135,152.94 9.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376,523.94 14,116,328.23 1.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3,600,046.61 13,560,889.82 0.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4,025,970.99 -60,581,357.70 -5.6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99 0.0588 1.8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99 0.0588 1.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7% 1.69%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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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5,148,023.69 1,095,269,488.97 0.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61,607,426.94 854,074,165.83 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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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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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吉大控股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00% 48,000,000    

林佳云 境内自然人 2.77% 6,655,481 4,991,611 质押 2,400,000 

武良春 境内自然人 2.36% 5,658,743 4,244,057   

于沆 境内自然人 1.64% 3,937,500 2,953,125   

金谊晶 境内自然人 1.52% 3,650,800 2,738,100   

孟庆开 境内自然人 1.38% 3,305,429    

邸朝生 境内自然人 1.13% 2,715,100    

赵琛 境内自然人 1.06% 2,543,929    

李宝岩 境内自然人 0.81% 1,941,314    

孙祾 境内自然人 0.68% 1,631,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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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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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2 年 2 月 8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获得财政部批复的公告，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22 年 2 月 8 日巨潮资讯网 2022-001 号公告。 

2、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22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签署〈借款合同〉及〈赔款转让协议〉的议案》，《关于变更会

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详见

2022 年 3 月 31 日披露的《吉大通信第四届董事会 2022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2022-005）、《吉大通信关于变更会

计师事务所的公告》（2022-011）《吉大通信关于签署〈借款合同〉及〈赔款转让协议〉的公告》（2022-015）。 

3、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9 日召开第四届监事会 2022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

案》，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详见 2022年 3 月 31 日披露的《吉大通信关于变更非职工代

表监事的公告》（2022-013）。 

4、公司 2022 年 4 月 20 日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关于公司前

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补选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

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回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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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2 年-2024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有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公司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具体情况详见 2022 年 4 月 20 日披

露的《吉大通信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22-017）《关于完成变更非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2022-018）。 

5、2022 年 5 月 27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签署《借款合同》及《赔款转让协议》的进展公告，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22 年 5 月 27 日巨潮资讯网 2022-024 号公告。 

6、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22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总额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 年度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方案论证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回报措施和相关主体

承诺（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审核报告的议案》，具体情况详见 2022 年 6 月 20 日披露的《吉大

通信第四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2022-027）《吉林吉大通信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发行方案论证分析报告（修订稿）》（2022-029）《吉林吉大通信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2022-030）《吉大通信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

填补回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修订稿）的公告》（2022-031）《吉大通信关于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修

订稿）披露的提示性公告》（2022-032）《吉大通信关于调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的公告》（2022-033）

《吉大通信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修订情况说明的公告》（2022-034）。 

 

 

 

吉林吉大通信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伟 

2022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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