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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16                                          证券简称：旷达科技                                          公告编号：2022-027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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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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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旷达科技 股票代码 002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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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艳  

办公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雪堰镇旷达路 1 号  

电话 0519-86159358  

电子信箱 yan.chen@kuangda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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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9,545,592.26 825,529,036.49 1.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2,023,572.06 101,506,093.80 0.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98,960,211.52 94,420,253.20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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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1,437,798.88 26,470,630.66 169.8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94 0.069 0.5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94 0.069 0.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5% 2.94%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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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2,603,962.91 4,072,909,354.31 -1.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450,366,596.27 3,425,174,340.53 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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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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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介良 
境内自然

人 
46.63% 685,821,524 514,366,143 质押 250,130,000 

江苏旷达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09% 45,433,890 0   

旷达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49% 36,669,370 0   

常州产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6% 23,006,134 0 质押 23,006,134 

野村东方国际证券－

上海纺织（集团）有

限公司－野村东方国

际日出东方 1 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82% 12,000,000 0   

陈敏芳 
境内自然

人 
0.55% 8,024,100 0   

马水花 
境内自然

人 
0.49% 7,273,800 0   

钱凯明 
境内自然

人 
0.42% 6,220,000 0   

梁炳容 
境内自然

人 
0.41% 6,073,204 0   

邹洋 
境内自然

人 
0.40% 5,823,92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旷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江苏旷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沈介良实际控制的企业，为沈介良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公司股东旷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0 股，通过申万

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6,669,370 股，其合

计持有公司股票 36,669,370 股。 

公司股东钱凯明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112,300 股，通过安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4,107,700 股，其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 6,220,000 股。 

公司股东马水花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股 0 股，通过光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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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73,800 股，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7,273,8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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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梁炳容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67,404 股，通过中国中金财富

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5,805,800 股，其合计持

有公司股份 6,073,204 股。 

公司股东邹洋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6,600 股，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5,817,323 股，其合计持有公司股

份 5,823,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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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重要事项 

1、滤波器项目进展情况 

（1）报告期内，公司重要参股公司芯投微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根据规划布局，为促进项目工厂在国内落地，与合

肥高新区达成总投资 55 亿元的项目合作协议。具体内容见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7 日披露的《关于重要参股公司签订项目

投资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2）。公司积极推进项目进展，为打造国内最优质的滤波器公司奠定基础。 

（2）报告期内，受疫情影响及综合考虑 NSD 的稳定发展，芯投微与 NDK 对双方于 2020 年 6 月 3 日签订的 Share 

Purchase Agreement（“SPA”）及 Joint Venture Agreement（“JVA”）中约定的有关第二次股权交割事项进行了延期。为支

持并加快 NSD 扩产和研发进程，双方对 SPA和 JVA进行了补充，由芯投微对 NSD 单方增资，并签订了增资协议。双方

约定由芯投微以每股 69 万日元的价格，认购 NSD 新增的 2,032 股，芯投微对 NSD 的持股比例增加至 58.05%。NDK 不

参与本次增资。具体内容见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披露的《关于下属公司投资进展暨参股公司对相关公司第二次增资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5）。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沈介良 

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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