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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99                       证券简称：富春股份                        公告编号：2022-035 

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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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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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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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春股份 股票代码 300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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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建平 张承杰 

电话 0591-83992010 0591-83992010 

办公地址 
福州市鼓楼区铜盘路软件大道 89 号 C

区 25 号楼 

福州市鼓楼区铜盘路软件大道 89 号 C

区 25 号楼 

电子信箱 fuchungroup@fuchun.com fuchungroup@fuchu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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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61,872,630.72 196,575,130.17 -17.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0,460,040.54 18,079,608.47 13.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8,027,675.61 16,634,842.57 8.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028,815.84 6,838,213.08 105.1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96 0.0262 1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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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96 0.0262 12.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3% 3.95%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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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2,692,384.64 1,020,885,907.68 -6.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45,724,656.90 524,040,332.90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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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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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富春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88% 102,868,158  质押 27,833,000 

缪品章 境内自然人 7.64% 52,842,879 39,632,159 质押 22,340,000 

平潭奥德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99% 34,487,500  质押 20,000,000 

郝茜 境内自然人 1.62% 11,206,200    

宋凤毅 境内自然人 1.43% 9,887,400    

缪知邑 境内自然人 1.26% 8,677,379    

上海纯达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纯达飞鹰 2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9% 8,200,000    

林明章 境内自然人 0.98% 6,750,000    

顾梅英 境内自然人 0.76% 5,268,000    

冯美娟 境内自然人 0.73% 5,0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缪品章持有富春投资 90%股权，并任执行董事；缪品章持有平潭奥德 

95.5%股权，并任执行董事；缪品章与缪知邑为父女关系，上述股东为一致行

动人。 

2、除前述股东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公司股东富春投资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85,368,158 股外，还通过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7,500,000 股，实际合计持

有 102,868,158 股。 

2、公司股东平潭奥德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7,319,000 股外，通过中泰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7,168,5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34,487,500 股。 

3、公司股东宋凤毅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4,937,400 股外，还通过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95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9,887,400 股。 

4、公司股东上海纯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纯达飞鹰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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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00,000 股，实际

合计持有 8,200,000 股。 

5、公司股东林明章通过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 6,75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6,750,000 股。 

6、公司股东顾梅英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 5,268,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5,268,000 股。 

7、公司股东冯美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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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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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5,05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5,0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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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控股股东及相关方被立案调查事项 

2022 年 1 月，公司控股股东及相关方、总经理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立案告知书》，因

涉嫌证券违法违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其立案。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该事项尚未有明确结论，在立案调

查期间，相关方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工作并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发布于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的相关公告。  

2、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 

2021 年 4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并申请撤回申请文件的议案》

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决定终止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事项并申请撤回申请文件，拟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截至目前该事项已获得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3、关于获得《古剑奇谭三》游戏改编授权 

  上海骏梦于 2022 年 5 月与北京九凤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古剑奇谭三》游戏改编授权协议，

北京九凤授权上海骏梦《古剑奇谭三》游戏的改编权，用于改编、发行、运营及推广一款移动游戏及一

款 VR 游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发布于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的相关公告《关于签署游戏

技术维护与运营支持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5) 。 

  4、关于签署韩国地区《游戏技术维护与运营支持协议》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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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骏梦、Gravity 及 Nuverse 于 2022 年 6 月签署《游戏技术维护与运营支持协议》。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发布于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的相关公告《关于签署游戏技术维护与运营支持协

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8) 。 

  5、关于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为了进一步建立、健

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

益和核心团队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使各方共同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拟对激

励对象实施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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