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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02                                        证券简称：同有科技                                  公告编号：2022-061 

北京同有飞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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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有科技 股票代码 30030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方一夫 雷岚堰 

电话 010-62491977 010-62491977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地锦路 9 号院 2 号楼-1

至 4 层 101 

北京市海淀区地锦路 9 号院 2 号楼-1

至 4 层 101 

电子信箱 zqtz@toyou.com.cn zqtz@toyou.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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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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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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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183,228.57 159,358,548.00 44.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792,763.87 -8,632,819.69 132.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2,079,898.92 -9,691,686.45 121.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7,868,087.86 19,579,057.20 -599.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57 -0.0179 131.8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57 -0.0179 131.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9% -0.61%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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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1,352,976.62 1,811,954,708.51 1.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08,561,398.36 1,502,011,396.84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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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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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泽湘 境内自然人 17.25% 84,428,597 63,321,448 质押 41,360,000 

佟易虹 境内自然人 11.94% 58,445,119 43,833,839 质押 23,900,000 

杨永松 境内自然人 9.20% 45,016,614 0   

杨建利 境内自然人 2.80% 13,682,976 13,682,976   

齐宇思 境内自然人 1.09% 5,347,700 0   

北京华创瑞

驰科技中心

（有限合

伙） 

其他 0.90% 4,390,245 4,390,245   

郑海涌 境内自然人 0.56% 2,753,000 0   

王磊 境内自然人 0.55% 2,672,783 0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景顺长城

专精特新量

化优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51% 2,496,327 0   

合肥红宝石

创投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8% 2,363,908 943,90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周泽湘、佟易虹、杨永松、王磊为公司的发起人，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起人股东之间不存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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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联关系及一致行动关系。公司未知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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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郑海涌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53,000 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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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75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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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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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标重大项目 

2022 年 7 月 4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中标重大项目的公告》，公司中标某特殊行业客户“某某 XX

系统通用设备采购”，中标金额为 10,201.93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26.10%。 

（二）投资建设存储系统及 SSD 研发智能制造基地项目 

2020 年 5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投资建设存储系统及 SSD 研发智能制造基地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全资子公司湖南同有飞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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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有限公司为实施主体，在长沙高新区购置约 56 亩工业用地用于存储系统及 SSD 研发智能制造基地项

目，建设规模化的存储产业园，项目预计总投资规模不低于 3.5 亿元。 

2020 年 10 月 13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公告》，

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同有飞骥科技有限公司以 2,673 万元竞得[2020]长沙市 070 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双方已就上述地块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2022 年 2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

请贷款并提供担保的议案》。为推进“同有科技存储系统及 SSD 研发智能制造基地项目一期”建设，公

司同意全资子公司湖南同有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湘江支行申请 3 亿元固定资产贷款，由公

司为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湖南同有以其拥有的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并在其在建工程符合

抵押条件时追加抵押担保。 

2022 年 6 月 21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施工总承包合同〉暨公司对外投资的进展

公告》，湖南同有与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正式签订《施工总承包合同》，约定由中建五局承包

“同有科技存储系统及 SSD 研发智能制造基地项目一期”建设工程，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176,817,181.79 元。 

（三）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022 年 2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向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

对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2022 年 4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条件未达成暨回购注销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2022 年 5 月 19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条件未达成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份减资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40）。 

2022 年 5 月 20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41），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份已完成登记，相关股份于 2022 年 5

月 24 日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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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5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条件未达成暨回购注销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份减资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49）。 

2022 年 6 月 13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条件未达成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四）变更财务总监、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 

2022 年 2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议

案》，同意聘任杨晓冉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 

2022 年 4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四届监事会

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同意提名李文芳女士为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2022 年 5 月 19 日，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中标重大项目 2022 年 07 月 04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中标重

大项目的公告》 

投资建设存储系统及 SSD 研发智能

制造基地项目 

2020 年 06 月 01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在长沙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投资建设存储系统及 SSD 研发

智能制造基地项目的对外投资公告》等相关公告 

2020 年 10 月 13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全资子

公司签署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公告》 

2022 年 02 月 15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全资子

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并提供担保的公告》等相关公

告 

2022 年 06 月 21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全资子

公司签订〈施工总承包合同〉暨公司对外投资的进

展公告》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022 年 02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向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公告》等相关公告 

2022 年 04 月 2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 2021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

条件未达成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公告》等相关

公告 

2022 年 05 月 1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回购注

销部分股份减资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等相关公告 

2022 年 05 月 20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 2021 年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北京同有飞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6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2022 年 05 月 28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 2021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

条件未达成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公告》等相关

公告 

2022 年 06 月 13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2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等相关公告 

变更财务总监 2022 年 02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变更财

务总监的公告》等相关公告 

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 

2022 年 04 月 2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拟变更

非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等相关公告 

2022 年 05 月 1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 年年度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等相关公告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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