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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60                                  证券简称：青鸟消防                                  公告编号：2022-107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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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鸟消防 股票代码 002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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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黔山 吕俊铎、孙鑫磊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7 号北大青鸟

楼 C 座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7 号北大青鸟

楼 C 座 

电话 010-62758875 010-62758875 

电子信箱 zhengquan@jbufa.com zhengquan@jbufa.com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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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7,307,688.92 1,395,824,091.36 46.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6,792,839.81 204,317,640.94 15.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232,457,488.16 199,147,953.25 16.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9,750,213.76 -297,633,576.43 29.5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845 0.5923 -18.2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716 0.5778 -18.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57% 6.64%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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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9,903,621.23 5,685,318,187.29 0.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683,927,672.60 3,543,280,832.96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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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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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北大

青鸟环宇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6.72% 179,880,361.00 179,880,361.00 质押 

79,704,207.

00 

蔡为民 
境内自然

人 
11.35% 55,578,279.00 41,683,709.00 质押 

20,307,000.

00 

陈文佳 
境内自然

人 
4.96% 24,309,566.00 0.00   

香港中央

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4.73% 23,192,832.00 0.00   

#李夜淋 
境内自然

人 
1.66% 8,155,795.00 0.00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国

泰智能装

备股票型

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42% 6,937,814.00 0.00   

#陈立军 境内自然 1.41% 6,884,00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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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赵勋亮 
境内自然

人 
1.29% 6,328,185.00 0.00   

#曾德生 
境内自然

人 
1.16% 5,700,917.00 0.00   

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兴

全有机增

长灵活配

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05% 5,153,99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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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换届选举 

公司完成第四届董事会、监事会成员的换届选举以及高级管理人员聘任，进一步优化了公司的治理结构及运营管理

团队。 

详见公司刊载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5）。 

2、2021 年度权益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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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施完成 2021 年度权益分派。 

详见公司刊载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3）。 

3、竞得土地使用权 

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青鸟消防科技有限公司在马鞍山市国有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中以人民币 3,164 万元的

成交价格公开竞得马鞍山市经开区马土让 2022-16 号（市经开区 2022-8 号工业用地）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详见公司刊载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0）。 

4、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发展，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8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并于 2022 年 5 月 11 日召开了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

案》等相关议案，拟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20,615.31 万元（含本数）。 

2022 年 5 月 27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

受理单》（受理序号：221051 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

料齐全，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2022 年 6 月 23 日，根据监管部门的指导意见，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对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中的发

行数量和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进行调整，本次调整后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83,096.46 万元（含本数）。 

2022 年 6 月 27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

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21051 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提交的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行

政许可的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需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 30 天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

交书面回复意见。 

2022 年 7 月 21 日，根据中国证监会《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的相关监管要求，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二次修订

稿）〉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对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中的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进行调整，将募集资金总额由不

超过 183,096.46 万元调整为不超过 178,687.66 万元。并对《反馈意见》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和落实，就相关问题进

行逐一回复。 

2022 年 8 月 19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函的回复公告》，根据中国证监会于 2022

年 7 月 26 日出具的《关于请做好青鸟消防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就告知函的

有关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和落实，并按照告知函要求对所涉及事项进行了说明和回复。 

2022 年 8 月 22 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核。根据审核结果，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申请获得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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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书面核准文件。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予以核准的正式文件后另

行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具体详见公司刊载于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6 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三、重要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