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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45                       证券简称：华民股份                   公告编号：（2022）052 号 

 

湖南华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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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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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民股份 股票代码 30034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艳春 姜珊 

电话 0731-82378283 0731-82378283 

办公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金洲新区金沙西路 068号 湖南省长沙市金洲新区金沙西路 068号 

电子信箱 huamin@huaminchina.cn huamin@huaminch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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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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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81,191,492.25 81,687,480.28 -0.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4,568.27 5,944,260.75 -103.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2,731,607.82 2,602,672.22 -204.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534,494.97 -1,803,574.29 1,127.6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05 0.0135 -103.7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05 0.0135 -103.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4% 1.18%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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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5,232,818.26 573,229,390.34 0.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04,317,509.75 504,372,845.19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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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7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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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建湘晖鸿产业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00% 88,259,100.00 0 质押 88,259,100 

任立军 境内自然人 4.61% 20,356,299.00 0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迎水巡洋 15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4.34% 19,151,800.00 0   

关海果 境内自然人 4.06% 17,900,300.00 0   

朱明楚 境内自然人 3.62% 15,987,995.00 0   

王涛 境内自然人 1.54% 6,800,000.00 0   

曲波 境内自然人 1.47% 6,504,800.00 0   

符真 境内自然人 1.36% 6,011,200.00 0   

符康 境内自然人 1.36% 5,990,000.00 0   

朱红专 境内自然人 1.07% 4,718,613.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朱明楚为朱红玉之子，朱红专为朱红玉之兄； 

朱明楚、朱红玉合计持有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迎水巡洋 15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00%权

益； 

符真为关海果之母，关海果、符真及另一名股东陈文妍（持股比例 1.00%）为一致行动人；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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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迎水巡洋 15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共持有公司 19,151,800股，其

中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9,151,800股； 

股东关海果共持有公司 17,900,300股，其中通过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 11,100,000股； 

股东符康共持有公司 5,990,000股，其中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 5,99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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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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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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 

2021 年 11 月 19 日和 2021 年 12 月 15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欧阳少红发行 132,000,000 股股票，募集资金 549,120,000 元。  

2022 年 4 月 28 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中心出具的《关于湖南华民控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

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2022 年 6 月 9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湖南华民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

册申请。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2、关于收购鸿新新能源科技（云南）有限公司 80%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 

2022 年 8 月 5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鸿新新能源科技（云南）有限公司 8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5,600.00 万元收购湖南建鸿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鸿新科技 80.00%

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鸿新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上述

事项将提交至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31 日召开的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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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湖南华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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