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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89                证券简称：*ST 文化                公告编号：2022-214 

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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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李想 独立董事 

2021 年年报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

表示意见，相关事项影响并未消除，

故弃权。 

许捷 董事 

2021 年年报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

表示意见，相关事项影响并未消除，

故弃权。 

李庆 副总经理 无法保证真实准确完整。 

是科圣 副总经理 

公司多方联系副总经理是科圣，但截

止目前尚未能与是科圣获取联系，无

法签署董监高书面确认意见；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的风险提示 

请投资者特别关注上述董监高的异议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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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文化 股票代码 30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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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科润 吴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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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768-2931898 0768-2931898 

办公地址 广东省潮州市枫溪区蔡陇大道 广东省潮州市枫溪区蔡陇大道 

电子信箱 zqb@thegreatwall-china.com zqb@thegreatwall-ch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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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10,586.14 38,679,444.99 -6.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6,052,228.99 -50,096,965.99 28.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36,543,565.97 -50,686,960.31 27.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30,882.22 -15,329,717.22 93.2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10 3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10 3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86% -65.50% 7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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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5,763,681.35 1,512,966,498.33 0.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22,040,533.89 -285,988,304.90 -1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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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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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廷祥 
境内自

然人 
20.10% 96,687,500 0 

质押 94,449,800 

冻结 96,687,500 

东方证

券股份 

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6.96% 33,465,300 0   

钱小盘 
境内自

然人 
3.78% 18,185,807 0   

许高镭 
境内自

然人 
3.61% 17,364,936 173,541,780 

质押 11,302,989 

冻结 17,364,936 

代宏 
境内自

然人 
3.51% 16,897,924 0   

吴淡珠 
境内自

然人 
3.09% 14,850,000 0 

质押 14,850,000 

冻结 14,850,000 

宁波梅

山保税 

境内非

国有法
2.95% 14,186,505 14,186,505 冻结 14,186,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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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区御

泓投资 

合伙企

业（有 

限合

伙） 

人 

吴辉 
境内自

然人 
2.73% 13,119,252 0   

深圳市

高新投 

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

人 
2.70% 13,000,000 0   

安卓易

（北京 

）科技

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40% 11,551,063 11,551,063 

质押 6,000,000 

冻结 11,551,06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股东蔡廷祥先生将其持有公司 20.10%股权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孙光亮先生；蔡廷祥和股东吴 

淡珠为夫妻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公司股东马劲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84500股外，还通过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083275 股，实际合计持有 44677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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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无 

变更日期 2022 年 07月 19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2 年 07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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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4 

三、重要事项 

一、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5 日召 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认定公司为无实际控制人公 司的议案》。对公司控制权情况进行了谨慎甄别。经审慎判断，公司认定

目前公 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具体如下： 一、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认定情况 1、公司不存在持股 50%

以上的股东或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 过 30%的实际控制人 根据文化长城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股

权登记日（即截至 2022 年 6 月 28 日）的股东名册，公司不存在持股 30%以上的股东，最大实际支配本公司 股份表

决权的为孙光亮先生，占比为 20.1%。其余股东的表决权都低于 10%。 2、公司单一股东无法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

份表决权决定公司董事会半 数以上成员选任 根据《公司章程》，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监事进行表决时，实行累积投

票 制。董事、监事候选人由上一届董事会、监事会及持有或合并持有公司发行在外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五以上

的股东以书面形式提名。 截至至今，公司董事会五名成员均由股东大会通过累积投票制、以普通决议 方式选举产生。 

公司目前不存在能够通过其表决权单独决定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人选的股 东，根据文化长城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内容所载，最大实际支配本公司股 份

表决权孙光亮提名的董事、监事等人仅江舒驰女士被选举为监事且现已提交书 面离职报告，提名的其他候选人均未通过

选举。据以上，公司任何单一股东均无 法通过其所持表决权达到单独决定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 3、公司单一股东

无法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对公司股东大 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公

司股东大会决议分为普通决议和特别决议， 股东大会作出普通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 决权 1/2 以上通过，股东大会作出特别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 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如前所述，公司股权较为分散，最大实际支配本公司股份表决权的孙光亮先 生也无法使自己提名的董事、

监事候选人在文化长城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当选，因 此公司任何单一股东无法通过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对公司股东大会 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4、

公司无通过一致行动协议等安排共同控制的情形 目前公司股东也尚无包括但不限于一致行动协议在内的各种安排实现共

同 控制的情形。 二、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上海序伦律师事务所出具了《上海序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文化长城集团

股 份有限公司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如下：综上所 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不存在

《公司法》、《收购办法》、《创业板上市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一家无控股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 的上市公司。 三、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后不会对公司的

人员独立、财务独立及资产完 整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 

  

二、在 2022 年 5 月 6 日原董事长、原实控人孙光亮先生被罢免董事之前，公司 与关联方中联放心酒有限公司持续借

入无息借款为公司提供流动性支持才得以 维持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目前因电费拖欠，公司外部供电已被停止，自备发电

机 组只能短暂性维持供电，无法持续提供生产用电需求。另公司已拖欠员工薪酬四 个月，主要业务生产已停工，管理

部门大部分员工仍坚守岗位。在停电及欠薪问 题解决前，公司主要业务将处于停滞状况。公司正在积极努力全面解决问

题，新 任管理层与原董事长、原实控人孙光亮先生的交接工作也在有序进行，孙光亮先 生积极配合交接工作并未阻碍

公司生产经营。公司争取早日解决欠薪停电问题， 尽快恢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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