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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81                           证券简称：*ST 奇信                       公告编号：2022-117 

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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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赵保卿 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赵保卿无法保证公司 2022 年

半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无法保证或者持有异议的具体内容

是：2022 年 6 月 30 日的财务状况、

2022 年 1-6 月半年度经营成果与现金

流量情况，详细原因是：公司因涉嫌

违法违规信息披露正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调查，公司因原实际控制人关联人

疑似于 2021年 1月 1 日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正被经侦立案侦查。此两项调查

至今尚未有结论，而这两项结论直接

影响到 2022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相

关数据信息的客观真实、准确与完整

性。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的风险提示 

独立董事赵保卿先生无法保证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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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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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 奇信 股票代码 00278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奇信股份、ST 奇信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谭强 洪洁辉 

办公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海旺社区宝兴

路 6 号海纳百川总部大厦 B 座 12 层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海旺社区宝兴

路 6 号海纳百川总部大厦 B 座 12 层 

电话 0755-25329819 0755-25329819 

电子信箱 ir@qxholding.com ir@qxhold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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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9,007,362.45 593,381,612.63 14.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02,172,694.56 -75,191,307.35 -168.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200,536,525.61 -99,005,531.20 -102.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4,759,556.94 -286,397,323.50 126.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0 -0.33 -172.7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0 -0.33 -172.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0.64% -5.43% -5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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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1,186,776.03 2,990,948,023.95 -12.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34,544,343.70 -232,299,778.60 -8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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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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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余市投

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29.99% 67,477,500 0 

质押 
33,738,75

0 

冻结 
12,402,45

4 

新余高新

区智大投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1.11% 24,999,349 0 

质押 5,900,000 

标记 5,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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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有限公

司 
冻结 2,146 

叶家豪 
境内自然

人 
9.31% 20,940,839 0 

质押 
20,940,83

9 

标记 
20,940,83

9 

百一堂投

资控股

（深圳）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15% 2,580,027 0   

付朝霞 
境内自然

人 
1.12% 2,510,000 0   

丁桂珠 
境内自然

人 
0.69% 1,550,000 0   

叶洪孝 
境内自然

人 
0.61% 1,381,865 1,036,399 

质押 1,381,865 

冻结 1,381,865 

张志勇 
境内自然

人 
0.58% 1,301,000 0   

李政检 
境内自然

人 
0.46% 1,031,500 0   

刘文 
境内自然

人 
0.44% 999,6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新余高新区智大投资有限公司由股东叶家豪控制。叶洪孝系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叶家豪

先生之子。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

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报告期内，公司股东新余高新区智大投资有限公司因被强制平仓导致被动减持公司股份

4,499,800 股，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被动减持股份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2-033、公告编号：2022-069），截至报告期末，智大投资通过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9,096,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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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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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

元） 
利率 

深圳市奇信集 20 奇信 01 114712 2020 年 04 月 2023 年 04 月 15,00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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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20 年非

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

期） 

02 日 03 日 

（2） 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117.05% 108.11%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3.23 -0.44 

三、重要事项 

1、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31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立案告知

书》（编号：证监立案字 00720224 号），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调查工

作仍在进行中； 

2、因 2021 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公司股票交易自 2022 年 5 月 6 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股票简称由“ST奇信”变更为“*ST奇信”。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该种退市风险警示情形尚未消除； 

3、因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触及《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第 9.8.1 条第（六）款规定“公司

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的情形，公司股票于 2022年 4月 20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截至本报告披露

日，该种其他风险警示情形尚未消除； 

4、2022 年 7 月 20 日，公司收到新余中院送达的《决定书》，新余中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程序，

并指定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为公司预重整临时管理人，预重整期间为三个月。同日，公司

收到预重整临时管理人发来的《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预重整债权申报指引》，请公司债权人于

2022 年 9 月 7 日前按照预重整债权申报指引及时申报债权。为了顺利推进并完成公司的重整工作，公

司预重整临时管理人已向社会公开招募投资人，有意向报名者应于 2022 年 9月 5日前提交报名材料； 

5、报告期内，控股股东新余投控为公司代偿了深圳农商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浦发银行和华夏银

行的逾期贷款、利息、罚息、复利及相关费用等合计 318,865,238.23 元，根据调解协议，新余投控有

权向公司追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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