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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36                证券简称：农尚环境                公告编号：2022-044 

武汉农尚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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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尚环境 股票代码 300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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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春琦 卢青 

电话 027-85887559 027-85887559 

办公地址 

武汉市江岸区健康街 66 号绿地•汉口

中心（二期）S11 号楼 27 层办公

（7）室-办公（9）室 

武汉市江岸区健康街 66 号绿地•汉口

中心（二期）S11 号楼 27 层办公

（7）室-办公（9）室 

电子信箱 nusunlandscape@163.com nusunlandscape@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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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811,759.06 145,152,685.70 -33.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631,774.07 3,331,473.97 9.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3,838,557.00 3,645,837.92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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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5,363,357.25 -49,314,938.39 -194.7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24 0.0114 8.7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24 0.0114 8.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0% 0.5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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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3,445,977.21 1,185,170,638.27 -16.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11,353,896.03 607,722,121.96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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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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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亮 境内自然人 24.17% 70,875,000 0   

深圳前海银湖

资本有限公司-

银湖麒麟 2 号

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5.27% 15,457,400 0   

贾菊 境内自然人 3.98% 11,660,000 0   

黄蓓 境内自然人 3.02% 8,864,176 0   

杨梅 境内自然人 2.80% 8,225,269 0   

韩勇 境内自然人 2.63% 7,705,431 0   

唐良春 境内自然人 1.41% 4,130,000 0   

蒋超 境内自然人 1.28% 3,750,000 0   

北京福睿德投

资管理有限公

司-福睿德成长

型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14% 3,350,000 0   

黄云海 境内自然人 1.06% 3,121,3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吴亮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此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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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股东贾菊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0 股，通过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 11,66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1,660,000 股。 

2、股东黄蓓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3,026,700 股，通过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837,476 股，实际合计持有 8,864,176 股。 

3、股东杨梅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6,125,269 股，通过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1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8,225,269 股。 

4、股东韩勇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6,594,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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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7,705,431 股。 

5、股东北京福睿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福睿德成长型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普通账户持

有 0 股，通过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350,000 股，实

际合计持有 3,350,000 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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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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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6 月 7 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吴亮先生与海南芯联微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吴亮

拟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20%股份转让给海南芯联，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公司控制权将发生变更，控股股东将变更为海

南芯联微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林峰先生。2022 年 6 月 9 日，吴亮先生与海南芯联微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

《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就转让股份的转让价格进行了重新约定，其他内容不变，转让价格变更为 14.20 元/股，

转让价款合计人民币 8.33 亿元。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年 6月 7 日、6 月 9 日、6月 10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关于公司

控股股东签署﹤股份协议转让﹥暨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35）、《关于公司控股股东签署 

﹤股份转让协议﹥ 补充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7）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吴亮）、《详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海南芯联）。 

截至本报告期末，上述协议尚待履约之中，公司将根据实质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2022 年 6 月 7 日，经协商一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吴亮先生与海南源祥盛泰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一

致同意解除双方于 2021年 9月 12 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并签署《终止协议》。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6月 7 日刊载

于巨潮资讯网《关于股份转让协议终止履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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