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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28                          证券简称：锦富技术                           公告编号：2022-047 

苏州锦富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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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富技术 股票代码 30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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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锐 殷俊 

电话 0512-62820000 0512-62820000 

办公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大道 88 号人工智

能产业园 C1-601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大道 88 号人工智

能产业园 C1-601 

电子信箱 jinfu@jin-fu.cn jinfu@jin-f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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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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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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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2,528,558.18 416,426,067.45 18.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35,070.38 -39,292,807.40 99.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32,649,179.35 -39,280,407.81 16.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6,754,445.36 97,098,465.01 -179.0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03 -0.0359 99.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03 -0.0359 99.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4% -3.26%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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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5,714,974.72 1,982,160,154.19 48.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05,538,961.62 873,907,056.46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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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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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兴市智成产业

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46% 212,918,560 0   

泰兴市赛尔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42% 92,133,024 0   

孙海珍 境内自然人 1.79% 19,608,607 0   

王建军 境内自然人 1.54% 16,881,000 0   

上海睿度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睿

度资产聚缘 1 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基金、理财

产品等 
1.15% 12,561,839 0   

余悦辉 境内自然人 0.71% 7,751,175 0   

王慧萍 境内自然人 0.62% 6,790,247 0   

许晶晶 境内自然人 0.58% 6,300,000 0   

朱丹鸣 境内自然人 0.56% 6,173,299 0   

蒋萍 境内自然人 0.53% 5,805,425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王建军、孙海珍系夫妻关系、一致行动人，其与上海睿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不是一致

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

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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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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孙海珍，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9608607 股，实际合计持有 19608607 股； 

(2)公司股东王建军，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6881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6881000 股； 

(3)公司股东上海睿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睿度资产聚缘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除通

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85000 股外，还通过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 12476839 股，实际合计持有 12561839 股；  

(4)公司股东余悦辉，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7751175 股，实际合计持有 7751175 股； 

(5)公司股东王慧萍，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15000 股外，还通过联储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575247 股，实际合计持有 6790247 股；  

(6)公司股东许晶晶，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3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6300000 股； 

(7)公司股东朱丹鸣，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778278 股外，还通过联储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395021 股，实际合计持有 6173299 股； 

(8)公司股东蒋萍，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5300 股外，还通过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780125 股，实际合计持有 5805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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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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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六节“重要事项”，详细描述了报告期内发生的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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