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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66                证券简称：每日互动                公告编号：2022-055 

每日互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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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互动 股票代码 300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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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赫 王慧之 

电话 0571-81061638 0571-81061638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斗门路 7 号千

岛湖智谷大厦 A 座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斗门路 7 号千

岛湖智谷大厦 A 座 

电子信箱 info@getui.com info@getu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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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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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282,612,913.10 268,422,561.63 5.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8,028,324.94 55,689,037.99 -49.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22,310,008.78 36,607,944.77 -39.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678,808.31 55,839,220.69 -75.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14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14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5% 3.36%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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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2,927,033.59 2,101,482,213.92 0.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20,337,123.79 1,687,093,916.66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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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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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毅 境内自然人 12.16% 48,636,692.00 36,477,519   

北京鼎鹿中原科技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9.81% 39,261,596.00    

北京禾裕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95% 23,792,391.00    

杭州我了个推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34% 21,372,477.00    

沈欣 境内自然人 5.24% 20,959,197.00 20,959,197 质押 18,500,000 

初石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8% 3,140,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70% 2,811,015.00    

达孜怡君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9% 2,367,300.00    

天津信天企业管理咨询

服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4% 2,142,619.00    

陈奎军 境内自然人 0.53% 2,136,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沈欣、杭州我了个推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方毅的一致行动

人。公司无法得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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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 

2021 年 12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2022 年 1 月 24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此议案。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2022-004 号公告。 

2022 年 4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2022 年 5 月 20日，公司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具体详

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 2022-028 号公告。 

（二）关于非独立董事变更的事项 

2021 年 12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非独立董事变更的议案》。2022 年 1

月 14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股东北京鼎鹿中原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增加每日互动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因其推荐的董事已辞去公司董事职务，故提名陈一凡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并将相关议案作为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2022 年 1 月 24日，公司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非独立董事变更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2022-005、2022-009 号公告。 

（三）关于对参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2022年 1月 28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参股

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具体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2022-014 号公告。 

2022 年 2 月 18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对参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2-015）。 

（四）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事项 

2022 年 3 月 24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22-016）。 

（五）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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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4 月 11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

告》（公告编号：2022-017）。 

2022年 6月 22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比例达到 1%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46）。 

2022 年 6 月 29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数量过半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22-047）。 

（六）关于 2021 年年度利润分配的事项 

2022 年 4 月 15 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2022 年 5 月 20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具体详见公司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2022-026 号公告。 

2022 年 7 月 5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21 年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2022-049）。 

（七）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 

2022年 4月 15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2022 年 5 月 20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具体详见

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 2022-023号公告。 

（八）关于修订《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事项 

2022 年 4 月 15 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2022 年 5 月 20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该议案。具体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每日互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对比表》

《〈每日互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修订对比表》。 

（九）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事项 

2022 年 4 月 15 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调整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部分可归属数量的议案》《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议案》等，具体详

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 2022-036、2022-037、2022-038 号公告。 

2022年 6月 30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8）。 

（十）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的事项 

2022年 4月 15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

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田鹰先生为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2022年 5月 20日，公

司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相关换届选举的议案，随后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一

次会议，选举了董事长、监事会主席等并聘任了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具体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 2022-044 号公告。 

（十一）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二个锁定期届满的事项 

2022 年 5 月 20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二个锁定期届满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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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互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方毅                                                   

                                                                                        2022 年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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