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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43                   证券简称：力合科创                  公告编号：2022-044号 

 

深圳市力合科创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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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合科创 股票代码 00224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通产丽星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于喆 任红娟、张驰 

办公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龙岗大道（坪地段）

1001 号通产丽星科技园一栋 A座 

深圳市龙岗区龙岗大道（坪地段）

1001 号通产丽星科技园一栋 A座 

电话 0755-28483234 0755-28483234 

电子信箱 yuz@leaguer.com.cn 
renhj@leaguer.com.cn 

zhangchi@league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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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7,001,613.00 1,013,004,150.69 11.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4,791,474.81 186,170,390.13 -38.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55,646,581.22 122,074,648.34 -54.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26,324,916.90 -368,202,100.11 3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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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48 0.1538 -38.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48 0.1538 -38.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8% 3.14%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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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89,061,735.99 13,612,832,161.89 0.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462,945,517.52 6,425,681,947.15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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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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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清研

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4.43% 416,812,955.00 416,812,955.00   

深圳市通

产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53% 188,003,552.00 0.00   

北京嘉实

元泰投资

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7.01% 84,804,600.00 0.00   

深圳鼎晟

合泰投资

咨询合伙

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73% 57,206,156.00 57,206,156.00   

深圳市永

卓御富资

产管理有

限公司－

深圳市永

卓恒基投

资企业

（有限合

伙） 

其他 2.92% 35,302,360.00 0.00   

嘉兴红豆

股权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57% 31,140,599.00 31,140,591.00   

上海祥煦

科技服务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41% 29,186,300.00 15,723,736.00   

李永良 
境内自然

人 
1.56% 18,924,764.00 0.00   

清控创业

投资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28% 15,445,454.00 6,359,893.00   

深圳慈辉

清科汇投

资管理中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03% 12,519,659.00 8,988,4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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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有限

合伙）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深圳清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深圳市通产集团有限公司同受深圳市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控制，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

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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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期限届满及未来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

编号：2022-003 号），公司收到股东嘉实元泰出具《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期限届满的告知函》以及《关于拟实施减持

股份计划的告知函》，股东嘉实元泰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23,183,59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9150%，

同时嘉实元泰拟实施下一期减持计划，减持合计不超过 40,871,2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3.3761%。 

2、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2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利润分配、内控报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以及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等 22 项议案，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董事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07 号）。 

3、2022 年 5 月 5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2-030 号），公司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售股份为公司 2019 年 12 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部分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公司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股东北京嘉实元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深圳市永卓恒基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本次解除限

售的 A 股限售股份数量为 65,288,096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5.39%；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2022年 5

月 10 日。 

4、2022 年 5 月 20 日，公司发布了《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2-032 号），以

1,210,604,219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80 元（含税），不送红股，也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5、2022 年 6 月 9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33

号），公司收到嘉实元泰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截至当日减持计划实施时间已过半。 

6、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7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应对新冠病毒疫情对入园企业实施减免措施的议案》，公司制定了包括免除入园企业物业租金和孵化服务费等措

施，确保公司在深圳市内自有物业的入园企业享受减免优惠政策，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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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ninfo.com.cn）《关于 2022 年应对新冠病毒疫情对入园企业实施减免措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

035 号）。 

7、2022 年 6 月 29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变动超过 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9 号），

公司收到持股 5%以上股东北京嘉实元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发来的《关于股份减持进展的告知函》，2021 年 11 月 30

日至 2022 年 6 月 27 日，嘉实元泰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2,114,35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07%。 

公司子公司重大事项 

1、2022 年 1 月 4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设立创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22-001号），深圳市力合光明科技创新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已募集完毕，基金规模 20,000

万元。 

2、2022 年 2 月 22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设立创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22-004 号），深圳市力合光明科技创新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已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和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手续，并取得

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备案编码：STR709）。 

3、2022 年 2 月 23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设立创业投资基金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2-005 号），深圳南山西丽科教城中试一期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南山西丽科教城

验证一期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按合伙协议规定完成首期募资，并已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和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手续，并取得

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 

4、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2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公司投资建设珠海力合光电产业园的议案》，同意公司投资建设珠海力合光电产业园项目，总投资额不超过 95,000 万元，

并同意授权公司全资子公司力合科创集团有限公司经营决策办公会审批本项目具体实施方案、签署相关文件等事项。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公司投资建设珠海力合光电产业园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18 号）。 

5、2022 年 4 月 16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全资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结

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4 号），公司全资子公司力合科创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7 亿元，票面利率为 3.50%，本期债券的发行工作已于 2022 年 4 月 14 日结束。 

6、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控股子公司拟增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人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数云科际（深圳）技术有限公司引入

深圳市高新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力合泓鑫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战略投资人，分别向数云科际增资

2,000 万元和 1,000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控股子公司拟增

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人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7 号）。 

7、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7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

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力合科创中心有限公司拟向银行申请不超过

11.50 亿元的授信额度，公司全资子公司力合科创集团有限公司将所持广州力合 100%股权向银行提供全程质押担保；广

州力合以项目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待项目在建工程具备抵押条件后追加项目在建工程抵押，办理不动产权证后提

供项目不动产抵押担保；同时力合科创集团向银行出具承诺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6 号）。 

 

深圳市力合科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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