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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013                             证券简称：利和兴                            公告编号：2022-064 

深圳市利和兴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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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和兴 股票代码 30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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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金宏 方娜 

电话 0755－28191082－8019 0755－28191082－8019 

办公地址 
深圳市龙华区民塘路 385 号汇德大厦

1 号写字楼 21 层 

深圳市龙华区民塘路 385 号汇德大厦

1 号写字楼 21 层 

电子信箱 ir@lihexing.com ir@lihex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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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015,375.93 183,589,708.04 -36.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326,968.96 24,932,433.99 -173.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3,151,374.28 19,828,206.75 -216.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6,165,508.22 -54,399,060.42 15.1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21 -138.1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21 -138.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9% 4.05% -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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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3,077,782.44 1,332,824,199.73 3.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98,422,876.48 932,332,715.84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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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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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宜潘 境内自然人 23.45% 54,806,068 54,806,068   

深圳远致富海十八号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08% 14,218,008    

深圳同创伟业资产管理

份有限公司—深圳南海

成长同赢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其他 4.01% 9,378,674    

深圳高平聚能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聚能新三板 1

号私募基金 

其他 3.07% 7,176,463    

湖北小米长江产业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湖

北小米长江产业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2.78% 6,501,100    

深圳市汇银合富十号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64% 6,169,188    

民生证券－招商银行－

民生证券利和兴战略配

售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2.50% 5,843,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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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保华 境内自然人 2.37% 5,549,550  质押 4,630,000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9% 5,362,500    

深圳市利和兴投资管理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8% 5,105,778 5,105,77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深圳市利和兴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为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其执行事

务合伙人为林宜潘先生之妻黄月明女士，林宜潘、黄月明夫妇是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 

2、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章保华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4,637,100 股，通过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912,450 股，实际合计持有 5,549,550 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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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和兴电子元器件项目进展情况       

2021 年 10 月 12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孙公司加大投资下游电子元器件领域业务的

议案》，根据公司规划，公司将以自有或自筹资金投入 2.5 亿元开展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MLCC）业务。2021 年 11 月

24 日，利和兴电子元器件开业试生产，目前该项目处于小批量生产阶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11 月 12 日、2022 年 3 月 21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

司孙公司增资扩股引入投资者及投资项目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53）和《关于公司孙公司投资电子元器件项

目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15）。 

2、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利和兴半导体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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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2 月 14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

司与深圳市辰芯兴科技有限公司、錦弘株式会社、KGC 国际商务株式会社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利和兴半导体装备

（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和兴半导体”）。利和兴半导体的主要经营范围为半导体设备的代理销售及服务、半

导体精密零部件加工及组装、半导体封测设备夹治具生产及销售，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 万元，其中公司持股比例为

58%，该次投资完成后利和兴半导体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15 日、2022 年 7 月 4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对

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1）和《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2-050）。 

3、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利容电子   

为拓展电子元器件业务，提高公司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控股孙公司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孙公司利和兴电子元器件（江门）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利和兴电子”）与自然人陈巧辉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利容电子（江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容

电子”）。利容电子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 万元，其中利和兴电子持股比例为 70%，该次投资完成后利容电子纳入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8 日、2022 年 7 月 27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

控股孙公司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4）和《关于控股孙公司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57）。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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