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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055                           证券简称：张小泉                           公告编号：2022-026 

张小泉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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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小泉 股票代码 30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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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永建 平燕娜 

电话 0571-88153679 0571-88153668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东洲街道五星路 8 号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东洲街道五星路 8 号 

电子信箱 zxqzq@zhangxiaoquan.cn zxqzq@zhangxiaoqu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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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438,570,425.82 330,270,976.06 330,270,976.06 32.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289,537.34 44,253,509.64 44,253,509.64 -22.52% 



张小泉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8,005,576.08 43,288,738.67 43,288,738.67 -35.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6,100,166.21 31,129,904.93 31,129,904.93 -48.2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 0.38 0.38 -42.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 0.38 0.38 -42.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0% 9.60% 9.60% -4.8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984,696,653.69 1,027,224,544.05 1,027,224,544.05 -4.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678,831,154.67 722,541,617.33 722,541,617.33 -6.05%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2021年 12 月 30 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财会[2021]35 号，以下简称“解释第 15 号”)，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解释第 15 号“关于资金集中管理相关列报”内容，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解释第 15 号“关于企业

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的会计处理”、“关于亏损合同的判断”

内容。 

根据解释第 15 号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解释第 15 号“关于企业将固定资产达

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的会计处理”的规定。 

执行解释第 15 号对公司 2022年 1月 1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资产负债表 

2021年 12 月 31日 解释第 15 号的调整金额 2022年 1月 1日 

存货 162,875,461.78 1,063,852.14 163,939,313.92 

在建工程 62,415,234.95 -1,063,852.14 61,351,38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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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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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张小泉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8.72% 76,000,000 76,000,000   

杭州嵘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9.72% 15,162,400 15,162,400 质押 7,500,000 

金燕 境内自然人 3.01% 4,691,700 4,691,700   

杭州市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6% 4,000,000 4,000,000   

中信证券－中信银行－中信证券张小

泉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2.13% 3,327,200 3,327,200   

俞补孝 境内自然人 1.28% 2,000,000 2,000,000   

陈德军 境内自然人 1.28% 2,000,000 2,000,000   

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8% 2,000,000 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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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东北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8% 2,000,000 2,000,000   

万丰锦源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8% 2,000,000 2,000,000   

西藏稳盛进达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8% 2,000,000 2,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控股股东杭州张小泉集团有限公司、员工持股平台杭州嵘泉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除此之外，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吴玉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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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5,200

股；陈根在通过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66,800 股；王晓霖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 240,012 股；陈俪元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 213,3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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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21年 11月 1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自有资金认购私募基金份额的议案》，

拟以自有资金 1000万元认购杭州坤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应的出资额。2022 年 6 月 29 日，该基金已在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手续，并取得《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本报告期尚未对外进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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