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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71                证券简称：华宇软件                公告编号：2022-122 

北京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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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宇软件 股票代码 300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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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光宇 遇晗 

电话 010-82150085 010-82150085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1号院
清华科技园科技大厦 C座 25层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1号院
清华科技园科技大厦 C座 25层 

电子信箱 IR@thunisoft.com IR@thunisof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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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9,991,138.48 2,153,535,064.60 -60.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1,893,187.74 214,982,290.33 -166.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45,829,857.94 203,818,194.59 -171.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62,732,321.67 -1,177,214,080.77 69.1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26 -16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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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0.26 -165.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5% 3.27% -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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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18,551,964.90 8,948,503,833.80 -7.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542,916,665.56 6,684,450,743.04 -2.12%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57,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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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学 境内自然人 13.21% 109,534,655 109,534,655   

中移资本控股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95% 41,000,000 0   

四川发展大数据
产业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4.13% 34,199,363 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1.37% 11,331,885 0   

夏郁葱 境内自然人 1.19% 9,900,005 0   

任刚 境内自然人 1.19% 9,829,300 7,371,975   

#谢慧明 境内自然人 1.17% 9,726,891 0   

四川弘涛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四
川兴晟国企改革

发展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1.02% 8,483,563 0   

赵晓明 境内自然人 0.98% 8,151,122 6,113,341   

任涛 境内自然人 0.78% 6,492,09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邵学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任刚先生为公司董事、副总经
理、联奕科技董事长，赵晓明先生为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以上三人之
间、分别与其他股东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四川发展大数据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四川弘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兴晟国企改革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存在一致行
动关系。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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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谢慧明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9,726,891股。其中，通过普通证券账户
持有 172,000 股，还通过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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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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回购期限届满暨股份回购实施完成。公司自 2021 年 11 月 4日首次实施股份回购至 2022年

1 月 25 日回购股份期限届满，累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共回购公司股份

4,414,800 股，占公司截至当前总股本的 0.53%，最高成交价为 11.79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0.77 元/

股，支付的总金额为 50,023,147.21 元（不含交易费用）。 

详见公司 2022 年 1 月 4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1月 25 日披露的

《关于回购期限届满暨股份回购实施完成的公告》。 

2、公司原董事干瑜静、杨林均因公司股东单位工作调动，不再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职务及公

司任何职务。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5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选举陈俊、刘刚为非独立董事

候选人。公司原监事龚玮、王珍均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职务。公司于 2022 年 3月 25

日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选举张妍、马敬兆为监事候选人。选举董事及监事的议案同时经公

司于 2022 年 4 月 11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 2022 年 3 月 26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七

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部分董事、监事变动的公告》；4 月 11 日披露的《2022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3、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公司 2021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大华审字[2022]006832 号带

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公司董事会就上述审计报告涉及事项出具了专项说明。 

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5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董

事会对公司 2021 年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4、公司于 2022 年 4月 25日获悉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单位行贿罪对公司实际控制人邵学提起

公诉。 

详见公司 2022 年 4 月 26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司重大事件的进展公告》。 

账户持有 9,554,891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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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邵学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董事、总经理及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不再担任

公司任何职务。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选举郭颖为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聘任王琰为公司总经理。选举董事的议案经公司于 2022 年 5月 11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 2022 年 4 月 26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5月

11 日披露的《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6、公司于 2022 年 5月 11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选举郭颖为董事长。 

详见公司 2022 年 5 月 11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7、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华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华宇金信（北京）软件有限公司完

成吸收合并。 

详见公司 2022 年 2 月 9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之间完成吸收合并的公告》。 

8、2022 年 3 月 8 日，公司确认子公司华宇信息原董事长朱相宇先生接受纪检监察机关留置调查。

2022 年 8 月 23 日，子公司华宇信息收到了有关纪检监察机关出具的《解除留置通知书》，朱相宇先生

已于当日解除留置措施。 

详见公司 2022 年 3 月 8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临时公告》；3 月 9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

朱相宇先生接受留置调查的补充公告》；8月 23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朱相宇先生解除留置的公

告》。 

9、报告期内，公司未达重大诉讼披露标准的诉讼总金额为 3,457.27万元，其中公司向相关方提起

的诉讼/仲裁涉案金额为 3,216.25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重要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半年度报告》“第六节 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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