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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35            证券简称：东南网架             公告编号：2022-063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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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南网架 股票代码 00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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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建华 张燕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衙前镇衙前路

593 号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衙前镇衙前路

593 号 

电话 0571-82783358 0571-82783358 

电子信箱 jiangjh@dngroup.cn zhangy@dngroup.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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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50,687,707.75 5,363,956,524.62 12.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96,908,153.20 360,253,392.05 -17.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250,941,918.63 352,357,252.32 -2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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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55,309,598.20 -530,371,976.05 -42.4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 0.35 -25.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 0.35 -25.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5% 7.93%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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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72,510,507.12 17,150,651,413.27 8.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198,690,900.06 6,016,742,566.26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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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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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东南

网架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6.98% 314,515,000.00 0.00 质押 

55,000,00

0.00 

杭州浩天

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6.42% 74,860,000.00 0.00   

郭明明 
境内自然

人 
4.33% 50,445,991.00 37,834,493.00   

余芳琴 
境内自然

人 
1.69% 19,672,131.00 19,672,131.00   

徐春祥 
境内自然

人 
1.54% 18,000,000.00 13,500,000.00   

周观根 
境内自然

人 
1.54% 18,000,000.00 13,500,000.00   

华夏基金

管理有限

公司－社

保基金四

二二组合 

其他 1.38% 16,131,302.00 0.00   

殷建木 
境内自然

人 
1.15% 13,410,000.00 0.00   

郭林林 
境内自然

人 
1.03% 12,020,000.00 0.00   

中信里昂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客户资

金 

境外法人 0.94% 10,929,072.00 10,928,96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杭州浩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是浙江东南网架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郭明明为浙江

东南网架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郭林林和郭明明为兄弟关系。徐春祥、周观根、殷建木、

郭林林分别为浙江东南网架集团有限公司股东。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上述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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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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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0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

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等议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

超过 31,000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20,000万元（含发行费用）。 

2021 年 3 月 8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

（受理序号：210534）。2021 年 3 月 12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

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10534 号），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按照上述反馈意见通知书的

要求，对反馈问题逐项落实并组织相关材料，并以临时公告的形式披露反馈意见回复。 

2021 年 11 月 1 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核。根据会

议审核结果，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获得审核通过。 

2021 年 11 月 12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557 号）。详细内容见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5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

的《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81）。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2021〕3557 号）核准，公司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向 18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股票 131,147,540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9.15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199,999,991.00 元，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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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21,463,346.61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178,536,644.39 元。募集资金

已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划至公司指定账户。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验，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21〕813号） 

公司已于 2022年 1月 1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股份登记托管手续，新增

股份于 2022 年 1 月 20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限售期 6 个月。具体内容参见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17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

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 

（二）公司经营情况 

1. 建筑业务经营情况 

2022 年 1 月至 6 月，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共新签合同 84 项，累计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713,344.03 万元。此外，截至 2022 年 6 月末，公司已中标尚未签订合同的订单共计 35 项，合计金额为

人民币 724,188.85 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新签合同以及中标项目总计金额为人民币 1,437,532.8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20.35%。 

2、化纤业务经营情况 

2022 年 1 月至 6 月，POY、FDY、切片的生产量分别为 15.74 万吨、4.44 万吨、1.44 万吨，销售量

为 13.18 万吨、4.09 万吨、1.89 万吨，营业收入为 91,268.09 万元 、33,320.88 万元、12,163.67 万元。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春祥 

2022年 8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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