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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02                              证券简称：飞荣达                          公告编号：2022-069 

深圳市飞荣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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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荣达 股票代码 30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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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燕 马蕾 

电话 0755-86083167 0755-86083167 

办公地址 
深圳市光明区玉塘街道田寮社区南光高速东

侧、环玉路南侧飞荣达大厦 1栋 9F 

深圳市光明区玉塘街道田寮社区南光高速东

侧、环玉路南侧飞荣达大厦 1栋 9F 

电子信箱 frdzq@frd.cn frdzq@frd.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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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2,713,741.89 1,207,273,689.02 42.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6,825,066.52 71,598,399.53 -151.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68,995,114.82 4,733,657.03 -1,55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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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8,833,025.97 18,957,482.86 1,001.5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14 -1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14 -1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1% 2.91%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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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4,886,356.69 5,529,342,533.80 4.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96,450,839.33 2,451,000,822.06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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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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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飞 境内自然人 46.96% 238,548,313 178,911,235 质押 83,700,000 

黄峥 境内自然人 9.43% 47,894,729    

马军 境内自然人 2.86% 14,520,431 10,945,323   

舟山飞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78% 14,122,488    

杨燕灵 境内自然人 2.23% 11,338,845    

孙慧明 境内自然人 1.99% 10,095,443    

深圳安鹏资本创新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4% 3,735,218    

深圳市远致瑞信股权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深圳市远致瑞

信混改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0.37% 1,867,671    

诺德基金－兴业银行－深圳

市招商国协壹号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国

协一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0.37% 1,867,608    

深圳市远致瑞信股权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深圳市远致华

信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0.37% 1,867,60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实际控制人马飞先生持有公司 46.96%股份，股东黄峥女士持有公司 9.43%股份。马飞

先生与黄峥女士系配偶关系。 

2、股东马军先生持有公司 2.86%股份，马军先生与马飞先生系兄弟关系。 

3、舟山飞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公司 2.78%股份，马飞先生和马军先生

分别持有飞驰投资 33.0002%和 2%的股权。 

4、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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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燕灵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7,528,906股外，还通过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809,939股，合计持有 11,338,845股。 

2、孙慧明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006,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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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88,843股，合计持有 10,095,443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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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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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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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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2年 2 月 10日经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计划

通过全资子公司广东飞荣达精密制造技术有限公司在佛山南海具体实施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南海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建设现代化的生产车间及配套设施，引进先进的生产制造设备及相应人员，提升连接片、液冷板、电池复合材料上盖等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导电、热管理、轻量化零部件产品以及储能系统组件、储能系统防护结构件等储能系统零组件的生

产能力，以此进一步完善公司在新能源汽车、储能和光伏逆变器等领域的产业布局，产品覆盖范围及覆盖率将进一步提

升，对公司业务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公司 2021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注册批复，公司也将进一步加快募投项

目的建设，推动在储能和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市场布局，加大对新能源汽车、储能系统等市场的投入，提高公司整体业务

规模及盈利水平，促进公司主营业务的持续健康发展。 

2、公司 2021 年 11 月 26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和《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首

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合计 775.00 万股，授予价格为 10.90 元/股，首次授予日为 2021 年 11 月 26 日。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

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公司于 2021年 12月 31日办理完

成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158 万股限制性股票登记事项。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于 2022 年 1 月 7 日上市。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原来 506,361,948.00股增加至 507,941,948.00股。 

        公司于 2022 年 2月 1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预留授予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合计 80.00 万股，授予价格为

12.48 元/股，预留授予日为 2022 年 2 月 11 日。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本次预留授予

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3、公司于 2019 年 2 月通过收购及增资取得昆山品岱电子有限公司 55%的股权，其自被收购以来经营一直较为稳健。

2022 年 4 月，由于公司看好昆山品岱的长期发展前景，计划提升持股比例，进一步加强双方的业务协同性，加之昆山品

岱原股东徐海先生因私人原因计划退出。公司综合考虑徐海先生的个人需求以及公司经营发展的规划，鉴于昆山品岱在

热管理等领域具备较强的研发能力，较高的市场竞争力及产品优势，尤其超薄风扇设计生产技术国内行业领先；特种散

热器的研发、设计及生产技术已获得多家主流通讯设备厂商的认可，并开始批量交付，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经各

方友好协商后初步决定，计划由公司以自有资金 5,027.29 万元收购徐海先生及其实际控制的上海凯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合计持有昆山品岱 27.93%股权。经公司 2022 年 4 月 25 日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以自有资金

5,027.29万元收购徐海、凯厚合计持有的昆山品岱 27.93%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昆山品岱 82.93%。 

        公司于 2022 年 5月 23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昆山品岱电

子有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合计人民币 30,727,147.88 元收购昆山品岱股东张志伟、江苏比

高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昆山升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及昆山品瑞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有昆山品岱 17.07%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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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与交易对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持有标的公司的股权由 82.93%增加至 100%，昆山

品岱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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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之签字页） 

 

 

 

 

 

 

 

 

 

 

 

深圳市飞荣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马飞      

 

2022 年 8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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