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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79                          证券简称：中坚科技                           公告编号：2022-024 

浙江中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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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坚科技 股票代码 002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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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路遥 詹燕云 

办公地址 
浙江省永康市经济开发区名园北大道

155 号 

浙江省永康市经济开发区名园北大道

155 号 

电话 0579-8687 8687 0579-8687 8687 

电子信箱 zjkj@topsunpower.cc zjkj@topsunpower.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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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882,823.41 238,034,367.20 10.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496,812.76 3,810,292.81 359.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14,099,862.58 -1,684,161.58 93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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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0,179,391.94 -88,321,073.26 156.8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26 0.0289 358.8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26 0.0289 358.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4% 0.61%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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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1,164,895.91 850,430,396.85 0.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44,990,339.75 630,151,742.70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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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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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坚机电

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6.55% 48,242,700 0 质押 

47,160,00

0 

王伟唯 
境内自然

人 
9.19% 12,127,000 0   

王伟明 
境内自然

人 
5.90% 7,788,000 0   

吴明根 
境内自然

人 
5.52% 7,286,400 5,464,800   

赵爱娱 
境内自然

人 
3.68% 4,860,900 3,645,675   

漳州市笑

天创业投

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45% 4,560,000 0   

李卫峰 
境内自然

人 
3.00% 3,960,000 2,970,000   

吴晨璐 
境内自然

人 
2.63% 3,465,000 0   

吴展 
境内自然

人 
2.63% 3,465,000 0   

杨海岳 
境内自然

人 
1.50% 1,980,000 1,485,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中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吴明根先生、赵爱娱女士、吴晨璐女士、吴展先生之

间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形。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前 10 名股东中，股东漳州市笑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 4,56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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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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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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控股股东协议转让部分股份的情况 

2022 年 2 月 28 日，公司控股股东中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与上海桥瀛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签署了《股份转让

协议》，中坚机电将其持有的公司 6,600,000 股无限售流通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00%，以 21.67 元/股的价格，

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上海桥瀛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化，中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仍是公司控股股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3月 2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关于控股股东前次协议转让进展及本次拟协议转让部分股份暨权益变

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04）。截止本报告披露日，上述事项尚未完成办理过户。 

二、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控股股东中坚机电累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4,716 万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97.76%，

占公司总股本的 35.73%。公司控股股东中坚机电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 4,716 万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70.05%，

占公司总股本的 35.73%。具体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年 3月 10 日、2022 年 3 月 15 日、2022 年 3 月 30 日刊登在《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6）、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7）、《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部分股份完成过户登记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9）。 

三、2021 年 4 月 29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公司客户产品召回事件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3），由于客户产品

召回的影响，公司在 2020 年度财务报告里面合计确认和计提了 130 万欧元的售后维修费用。截止本报告期末，根据与客

户的邮件沟通情况，受疫情影响，召回工作目前仍在进行。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客户已经向我司提供费用清单 89.8 万欧

元，我们已支付客户返工召回费用折合约 89.8 万欧元。 

  

 

  

                                                                                                        浙江中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明根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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