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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61                证券简称：田中精机                公告编号：2022-085 

浙江田中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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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中精机 股票代码 300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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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弢 苏恺愉 

电话 0573-84778878 0573-84778878 

办公地址 浙江省嘉善县姚庄镇新景路 398 号 浙江省嘉善县姚庄镇新景路 398 号 

电子信箱 securities@tanac.com.cn securities@tana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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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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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472,981.02 176,462,060.79 -44.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844,587.95 20,400,578.15 -162.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14,353,206.60 15,520,342.18 -192.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02,308.60 28,500,794.86 -1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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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6 -16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6 -162.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29% 12.23% -1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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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8,583,899.39 531,403,091.37 7.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0,040,666.91 245,494,936.68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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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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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田享司 境外自然人 13.21% 17,225,262 17,225,262 质押 13,680,000 

钱承林 境内自然人 11.20% 14,611,247 12,914,495 质押 14,611,247 

上海翡垚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7.83% 10,215,443 0  0 

张玉龙 境内自然人 7.75% 10,100,000 7,575,000 质押 1,000,000 

蔷薇资本有

限公司 
 7.57% 9,867,526 0 质押 9,867,526 

竹田周司 境外自然人 7.51% 9,795,756 9,795,756 质押 3,250,000 

藤野康成 境外自然人 5.50% 7,173,609 7,173,609 质押 4,750,000 

林治洪 境内自然人 1.23% 1,600,000 1,600,000  0 

龚伦勇 境内自然人 0.83% 1,080,000 1,080,000 冻结 1,080,000 

苏丹 境内自然人 0.61% 800,000 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本公司股东竹田享司、竹田周司为兄弟关系。本公司股东林治洪是蔷薇资本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具有关联关系。根据竹田享司、竹田周司与翡垚投资于 2022 年 1月 5 日

签署的《关于浙江田中精机股份有限公司（SZ.300461）之表决权委托和放弃协议》 

和 2022年 8月 1 日签署的《表决权委托和放弃协议之补充协议》，本次表决权委托期

间，竹田享司、竹田周司与翡垚投资构成一致行动关系，表决权委托结束之日，双方

的一致行动关系自动终止。为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关系，竹田享司、竹田周司与翡垚投

资签署《一致行动协议》。除前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惠洁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40,000 股外，还通过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1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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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上海翡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变更日期 2022 年 01 月 0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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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http://www.cninfo.com.cn/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2 年 01 月 07 日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肖永富 

变更日期 2022 年 01 月 05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http://www.cninfo.com.cn/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2 年 01 月 0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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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月 5日，公司与翡垚投资、公司股东竹田享司、竹田周司、藤野康成及钱承林共同签

订《关于浙江田中精机股份有限公司之投资框架协议》，约定由公司股东竹田享司、竹田周司、藤野康

成及钱承林向上海翡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转让公司股票，公司股东竹田享司、竹田周司与上海翡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签署表决权委托和放弃的协议，及公司向上海翡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行股票事宜。 

2022年 1月 5日，竹田享司、竹田周司、藤野康成、钱承林与翡垚投资签署《关于浙江田中精机

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竹田享司、竹田周司、藤野康成、钱承林分别向翡垚投资转让其持有

的上市公司 2,608,080股、2,608,080 股、2,391,203股、2,608,080 股股份。 

2022年 1月 5日，竹田享司、竹田周司与翡垚投资签署《关于浙江田中精机股份有限公司之表决

权委托和放弃协议》，自该协议签订之日起，竹田享司、竹田周司分别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19,833,342 股、12,403,836股股份（合计 32,237,178股股份）对应的表决权不可撤销地全权委托给翡

垚投资行使。其中，竹田享司持有的 2,608,080股股份、竹田周司持有的 2,608,080股股份的委托期限

为自该协议签订之日起，至竹田享司、竹田周司按照《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将该等股份转让给翡垚投资

并办理完毕过户登记之日止。竹田享司持有的剩余 17,225,262 股股份、竹田周司持有的剩余

9,795,756股股份的委托期限为自该协议签订之日起，直至上市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完成（以

翡垚投资通过参与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所获得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为准）。 

此外，自上市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完成（以翡垚投资通过参与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份所获得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为准），竹田享司、竹田周司分别自愿放弃其持有的上市公司剩余

17,225,262 股、9,795,756股股份对应的表决权，直至竹田享司、竹田周司不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本

次表决权委托后，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翡垚投资，实际控制人变更为肖永富先生。表决权委托期间，竹

田享司、竹田周司与翡垚投资构成一致行动关系，表决权委托结束之日，双方的一致行动关系自动终止。

为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关系，竹田享司、竹田周司与翡垚投资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2、2022年 1月 5日，公司与翡垚投资签订《浙江田中精机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翡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翡垚投资将认购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的不超过 29,694,492 股的

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具体内容详见于 2022年 1月 7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上的《关于公司股东签署投资框架协议、股份转让协议、表决权委托和放弃协议暨控制权发生变更的提

示性公告》等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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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2年 3月 23日，竹田享司、竹田周司、藤野康成、钱承林与翡垚投资的本次协议转让股份

的过户登记手续已全部完成，翡垚投资持有上市公司 10,215,443股股份。具体内容详见于 2022年 3月

24 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权益

变动进展暨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 

4、2022年 4月 19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受理浙江田中精机股份有限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通知》（深证上审〔2022〕100号），深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募集说明书及相关申请文件进行了核对，认为申请文件齐备，决定予以受理。具体内容详见于

2022年 4月 19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

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的公告》。 

5、2022年 6月 22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关于浙江田中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圳证券

交易所将按规定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履行相关注册程序。具体内容详见于 2022年 6月 23日刊登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审核中心审核通过的公告》。 

6、2022 年 8 月 1 日，竹田享司、竹田周司和翡垚投资签订《表决权委托和放弃协议之补充协议》，

对竹田享司、竹田周司将其持有上市公司股票对应表决权委托给翡垚投资行使的委托期限，以及竹田享

司、竹田周司放弃其持有上市公司股票对应表决权的时点进行调整。具体内容详见于 2022年 8月 1日

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公司股东签署〈表决权委托和放弃协议〉之

补充协议的公告》。 

7、2022年 8月 22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浙江田中精机股份有

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2〕1851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

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具体内容详见于 2022 年 8月 22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批复的公告》。 

 

 

 

 

 

 浙江田中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肖永富 

 

2022 年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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