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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81                                             证券简称：视觉中国                                            公告编号：2022-045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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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觉中国 股票代码 000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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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楠 颜小品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 10 号院恒通国

际商务园，B5/B8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 10 号院恒通国

际商务园，B5/B8 

电话 010-64376780 010-64376780 

电子信箱 000681@vcg.com 000681@vc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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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656,673.41 340,240,969.59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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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4,878,523.61 96,563,449.56 -43.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54,565,126.66 90,447,306.46 -39.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4,735,044.78 34,676,479.69 0.1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83 0.1378 -43.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83 0.1378 -43.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7% 3.01%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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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6,369,156.49 3,954,350,492.33 0.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307,179,128.59 3,258,707,964.41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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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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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军 
境外自然

人 
12.58% 88,162,627 88,162,627   

吴玉瑞 
境内自然

人 
12.01% 84,161,290 0 质押 41,390,000 

廖道训 
境内自然

人 
10.81% 75,737,139 0 质押 30,439,995 

柴继军 
境内自然

人 
4.56% 31,958,128 26,071,596   

常州产业

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4% 12,868,633 0 质押 5,618,633 

陈智华 
境内自然

人 
1.73% 12,116,762 0   

姜海林 
境内自然

人 
0.97% 6,800,000 0 质押 6,800,000 

华夏人寿

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自有资

金 

其他 0.88% 6,175,800 0   

杨竣凯 
境内自然

人 
0.86% 6,029,600 0   

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广发中

证传媒交

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75% 5,244,41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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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梁军、廖道训、吴玉瑞、柴继军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即 5 名一致行动人范围内）。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吴玉瑞女士将直接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6,86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41%）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展融资融券业务，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10 日、

2021 年 4 月 17 日披露的《视觉中国：关于控股股东开展融资融券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17）、《视觉中国：关于控股股东中止部分融资融券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

020）。 

股东陈智华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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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票

2,6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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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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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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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6 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未达行权条件予以注销的议案》及《关于注销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

股票期权的议案》。根据公司《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有关规定，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股票期权的第一个行权期未达行权条件，公司董事会拟对此涉及的共计 510.3 万份股票期权进行注销；因 8 名激励对

象已离职，公司董事会拟对此涉及的共计 75.5 万份股票期权进行注销。上述需注销的股票期权数量合计 585.8 万份。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披露的《视觉中国：关于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未达行权条件予以

注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4）、《视觉中国：关于注销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2-013）。 

2022 年 5 月 31 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本次股票期权的注销手续已办理

完成。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 日披露的《视觉中国：关于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6）。 

2. 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2 日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相关议案。同日，

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选举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监事会主席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公司已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职

工代表监事。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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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任期届满，梁军女士不再担任公司董事、总裁，朱武祥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公司聘任柴继军先生担任

公司总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3 日披露的《视觉中国：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

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2）。 

3. 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获 2022 年 6 月 22 日召开的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公司总股本

700,577,436 股为基数，按照每 10 股派现金 0.22 元（含税）向全体股东实施利润分配，共计分配利润 15,412,703.59 元。

2022 年 8 月，公司完成了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3 日披露的《视觉中国：2021 年年度

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2-044）。 

4.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股东廖道训先生所持公司股份质押数量为 3,174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53%；股

东吴玉瑞女士所持公司股份质押数量为 4,139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91%。 

5. 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7 日披露了《视觉中国：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

编号：2022-003）。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廖道训、吴玉瑞、梁军、柴继军计划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

过 2%，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2%。 

2022 年 7 月 22 日，上述股东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3,997,65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9980%，以大宗交易

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0,12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445%，剩余减持计划期间内不再进行减持，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成。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23 日披露的《视觉中国：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40）。 

自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17 日披露《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上述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已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

式累计减持其直接持有及通过华泰柏瑞-视觉中国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35,028,751 股，达到公司

总股本的 5%。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23 日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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