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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53             证券简称：南方精工            公告编号：2022-032 

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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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精工 股票代码 00255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南方轴承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史维  

办公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高新技术开发区龙

翔路 9 号 
 

电话 0519-67893573  

电子信箱 zhengquanbu@nf-bearings.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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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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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456,027.17 288,056,978.63 -6.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6,550,842.55 51,897,091.84 -10.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44,618,552.60 49,114,296.67 -9.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8,988,436.13 19,485,710.30 4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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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38 0.1491 -10.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38 0.1491 -10.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8%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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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4,929,054.89 1,475,650,331.04 -4.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83,478,154.40 1,206,523,411.80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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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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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建伟 境内自然人 39.60% 137,800,000 103,350,000   

史维 境内自然人 2.64% 9,200,000 6,900,000   

浙江银万斯特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银万全盈 30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0% 6,957,230    

上海呈瑞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呈瑞正乾二十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3% 6,700,000    

北京卓识私募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卓识尊享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1% 6,640,000    

史娟华 境内自然人 1.27% 4,436,77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信澳新能源产业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4% 3,632,300    

许维南 境内自然人 0.99% 3,455,832 2,591,874   

戴飞 境内自然人 0.96% 3,330,034    

杨晓波 境内自然人 0.88% 3,062,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史建伟先生、史娟华女士与史维女士，

史建伟先生为公司董事长，史娟华女士系史建伟先生的妻子，史维女士系史

建伟先生的女儿。 

2、许维南先生为史建伟先生的妹婿。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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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上海呈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呈瑞正乾二十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中国银

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6,700,0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6,700,000 股；北京卓识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卓识尊享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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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份 6,640,0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6,64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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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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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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变更公司名称事项 

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3 月 31 日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2022 年 4 月 18 日召开

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和证券简称的议案》、《关

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 日、2022 年 4 月 19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09）、《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和证券简称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10）和《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22）。 

公司已于 2022 年 4 月 20 日完成变更公司名称和经营范围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江苏省常州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自 2022 年 4 月 22 日起，公司全称由“江苏南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证券简称由“南方轴承”变更为“南方精工”，证券代码保持

不变，仍为“002553”。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公告

编号:2022-023） 

本次变更公司名称和证券简称，是为进一步突出公司主营业务性质以及明确公司发展成为世界一流高端

精密零部件供应商的目标，是与公司主营业务构成、经营情况和发展战略相匹配的，目前公司产品已从原有

的单一轴承产品扩展至目前的精密轴承、单向超越离合器、单向滑轮总成、机械零部件等多种精密零部件产

品，产品的应用领域也拓展至燃油车、新能源车、工业机器人、工程机械、TWS 耳机、智能家居等领域。本

次变更公司名称和证券简称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业务办理》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规划，变更后的公司名称与公司主营业务和发展战略更为匹配。 

  

（二）公司经营情况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7,046 万元，同比下降 6.11%。主要是以下两方面原因：一是 2022

年上半年由于受到了芯片短缺、主要原材料价格居高不下等因素影响，特别是 3 月中下旬以来我国吉林、上

海等地区新冠疫情的多点暴发，对我国汽车产业链供应链造成了严重冲击；另一方面，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

圳呈由于地处上海，疫情对其上半年销售收入影响较大，其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97%。 

面对不利因素影响，公司在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通过管理层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积极应对，在做

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克服原材料供应不足、物流运输不畅等困难，保证了国内外客户订单的及时交付，同

时多个新能源领域的重点新产品开始量产，从而避免了销售收入的大幅下滑，实现了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品

销售收入的快速增长，同期增长 67%，在公司总销售收入中的占比由去年上半年的 4.2%，跃升到今年上半年

的 7.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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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面对主要原材料价格居高不下、物流成本大幅增加的不利因素，公司继续加大对车间的自动化、数

字化、智能化提升改造，优化经营管理流程，稳步推进降本增效的管理措施，使各项费用同比下降，最终使

公司的毛利率由今年一季度的 29.58%提升至二季度的 31.83%。 

 

 

 

 

 

 

 

 

 

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08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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