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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56    证券简称：ST摩登     公告编号：2022-077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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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摩登 股票代码 00265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翁文芳  

办公地址 
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光谱中路 23 号 

A1栋 16层 
 

电话 020-87529999  

电子信箱 investor@modernavenu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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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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249,995.26 193,934,024.83 -36.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6,655,827.97 -20,424,060.50 426.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39,883,910.63 -21,727,114.59 -83.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21,750.06 100,041,105.14 -99.2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35 -0.0287 425.7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35 -0.0287 425.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76% -2.73% 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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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8,942,732.18 1,110,420,877.21 -4.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17,916,948.07 749,514,967.24 9.13%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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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249,995.26 193,934,024.83 193,934,024.83 -36.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6,655,827.97 -20,424,060.50 -20,424,060.50 426.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9,883,910.63 -21,727,114.59 -21,727,114.59 -83.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21,750.06 91,063,903.03 100,041,105.14 -99.2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35 -0.0287 -0.0287 425.7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35 -0.0287 -0.0287 425.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51% -2.73% -2.73% 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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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8,942,732.18 1,110,420,877.21 1,110,420,877.21 -4.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17,916,948.07 749,514,967.24 749,514,967.24 9.13% 

会计差错更正情况： 

2021年上半年支付的租赁负债金额在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项目列示，在 2021年年报已更正调整至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项目列示，现同步调整 2021年上半年支付的租赁负债金额在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项目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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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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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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普慧

源贸易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90% 63,409,343 0   

广州瑞丰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52% 32,178,914 0 冻结 32,178,914 

翁华银 境内自然人 3.62% 25,765,574 25,765,574 冻结 25,765,574 

江德湖 境内自然人 3.62% 25,765,574 25,765,574 冻结 25,765,574 

广东佳盟

商贸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33% 23,752,212 0   

李恩平 境内自然人 3.29% 23,446,674 23,446,674 冻结 23,446,674 

翁武游 境内自然人 2.69% 19,200,000 0 冻结 19,200,000 

林永飞 境内自然人 2.64% 18,800,000 0 冻结 18,800,000 

何琳 境内自然人 2.53% 18,035,902 18,035,902 冻结 18,035,902 

李蔚 境内自然人 2.50% 17,830,299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林永飞持有瑞丰集团 70%股权，林永飞、翁武游、何琳、翁华银、李恩平为一致行动

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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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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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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并对外形成财务资助的事项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5 日披露了《关于拟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形成对外财务资助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21），

向孟建平转让杭州连卡恒福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51%股权，由孟建平承担标的公司对公司的欠款 63,000,000元。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广州连卡悦圆合计收到杭州昱轩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孟建平，系孟建平指定的第三

方）所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 1 元以及针对特定债务的还款总额为人民币 42,000,000 元，剩余 21,000,000 元逾期

未还，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5 日披露的《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形成对外财务资助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

001）。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上述特定债务仍有 400 万元尚未归还。公司将积极与杭州连卡恒福及其担保方孟建平沟通，密

切关注还款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擅自以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名义进行违规担保的事项 

1、2018 年 4 月 10 日，立根小贷与公司控股股东瑞丰集团关联方立嘉小贷签订《最高额贷款授信合同》一份，立根

小贷同意为立嘉小贷提供总额为人民币 10,000万元的最高额贷款授信，实际发生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8,000万元，期限为

2018年 4月 10日至 2019年 6月 10日。2018年 4月 10日，瑞丰集团伙同立根小贷擅自以公司名义签订《最高额保证合

同》一份，约定公司为上述《最高额贷款授信合同》项下的相关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立根小贷以“借款合同纠纷”

为由，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公司承担保证责任，该案件一审判决，判令公司对立嘉小贷不能清偿本

判决第一项所确定债务的二分之一向原告立根小贷承担赔偿责任。公司提起上诉，2021 年 8 月 10 日，公司披露了《关

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114），广州中院判定公司上诉请求成立，不承担赔偿责任。此后，立根小

贷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已被驳回，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17 日披露的《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2-003）。 

2、2018 年 12 月 20 日，澳门国际银行广州分行与控股股东关联方花园里公司签订《综合授信合同》一份，澳门国

际银行广州分行向花园里公司授予人民币 10,000 万元的授信额度，期限为 2018 年 12 月 20 日至 2019 年 12 月 20 日。

2018 年 12 月 20 日，控股股东伙同澳门国际银行广州分行擅自以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连卡福名义与澳门国际银行广州分

行签订《存单质押合同》（以下称为“《存单质押合同二》”）一份，约定以广州连卡福存于澳门国际银行佛山支行金

额为人民币 10,310 万元的定期存款（存款期限为 2018 年 12 月 20 日至 2019 年 3 月 20 日）为上述《综合授信合同》项

下的相关债务提供担保。经查，澳门国际银行广州分行及佛山支行已于 2019 年 8 月 20 日擅自扣划了广州连卡福所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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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存单，划扣金额为人民币 103,863,933.17 元，于 2019 年 8 月 21 日转回 3,222,266.50 元，实际划扣金额为

100,641,666.67 元。公司已经针对该事项提起诉讼，该案件一审判决连卡福公司应当向澳门国际银行承担不超过花园里

公司不能清偿债务的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公司提起上诉。 

该案件于 2022年 4月二审判决：（1）撤销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 01民初 1246号民事判决；（2）

澳门国际银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广州连卡福返还 70,449,166.67元并支付资金占用费；（3）驳回广州连卡

福其他诉讼请求。 

2022 年 8 月 5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72），澳门国际银行向广东高院发

送《再审申请书》，其因不服广东高院二审判决，依法提起再审申请，广东高院已立案审查。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此案

再审尚未审理完成。 

3、2018 年 4 月 20 日，周志聪与林永飞签订《借款合同》，约定林永飞向周志聪借款人民币 10,000 万元。2019 年

1 月 18 日，林永飞出具《还款承诺书》，确认共欠周志聪 15,000 万元（其中 5,000 万元另案处理），承诺将按约定分

三期结清，并以公司名义承诺为借款本金 15,000万元、利息及由此引发的诉讼费用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因林永飞无法

按期还款，周志聪就其中 12,250万元向广州中院提起诉讼，该案件一审判决公司应对林永飞不能清偿案涉《借款合同》

项下债务的二分之一向周志聪承担赔偿责任。公司提起上诉，2022 年 5 月 17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2-046），广东高院判定公司上诉请求成立，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周志聪就剩余部分在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于 2020 年 2 月 12 日立案，因被告深圳前海幸

福智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幸福智慧公司”）因于 2019年 10月 25日（起诉前）注销登记而终止，法院认为

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因法人终止而归于消灭，诉讼主体资格亦随之丧失，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

于 2020 年 3 月 17 日裁定驳回周志聪的起诉，周志聪放弃上诉。周志聪以幸福智慧公司（已注销）的法定代表人兼股东

黄金才、股东梁钟文、薛凯以及担保人林永飞、公司作为被告，于 2020 年 3 月 18 日向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就同一案

由重新提起诉讼。此后，由于追加幸福智慧公司为被告，原法院无管辖权，已经移送至深圳前海法院，该案件一审判决：

（1）被告深圳前海幸福智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周志聪偿还借款本金 36,424,528 元

及利息；（2）被告林永飞对被告深圳前海幸福智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被本判决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被

告林永飞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周志聪支付差额利息；（4）驳回原告周志聪的其他诉讼请求。目前，深圳

前海幸福智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提起上诉，二审审理中。 

4、2018 年 4 月，林峰国分别与公司监事陈马迪、张勤勇及赖小妍签订了《关于员工持股计划份额转让的协议书》

（以下简称“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中的 7,625,000 份额转

让给陈马迪，转让价格为 7,625,000 元；将其持有的 7,625,000 份额转让给张勤勇，转让价格为 7,625,000 元；将其持

有的 4,034,999.91 份额转让给赖小妍，转让价格为 4,034,999.91 元。2018 年 5 月，林峰国与公司、林永飞签订了《补

充协议》，约定公司对协助林峰国完成贷款合同约定的还款义务承担保证责任、林永飞对陈马迪、张勤勇及赖小妍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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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以上支付款项均已逾期，林峰国就上述股权转让纠纷申请仲裁，请求陈马迪、张勤

勇及赖小妍支付转让价款、违约金及相关仲裁费用，同时请求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目前，该案件已仲裁裁决。 

2022 年 3 月 2 日，公司收到收到林峰国发来的《关于补充连带赔偿责任的豁免函》，同意豁免公司担保责任，详见

公司于 2022年 3月 3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收到担保责任豁免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5）。 

（三）公司控股股东资金占用事项 

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9 月 23 日、2020 年 4 月 24 日、2020 年 5 月 8 日、2020 年 5 月 27 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资

金占用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7）、《关于新发现控股股东资金占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44）、

《关于新发现控股股东资金占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56）、《关于新发现控股股东资金占用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20-066），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公司及子公司资金余额为

24,193.38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32.24%。公司将持续督促控股股东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股权转让、资

产重组、合法借款等多种形式积极筹措资金，以消除对公司的影响。控股股东已承诺将通过现金偿还、有价值的资产处

置、股权转让等多种形式积极解决占用资金问题。 

（四）公司控股股东被动减持计划的情况 

详见《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六节之“十、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诚信状况”。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8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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