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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61                             证券简称：汇金科技                            公告编号：2022-053 

珠海汇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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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金科技 股票代码 30056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玉玲 李佳星 

电话 0756-3236673 0756-3236673-667 

办公地址 珠海市软件园路 1 号会展中心 3#第三层 珠海市软件园路 1 号会展中心 3#第三层 

电子信箱 investor@sgsg.cc investor@sgsg.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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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390,402.41 83,295,230.83 1.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777,623.95 12,822,531.90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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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10,447,855.11 8,595,528.61 21.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1,585,552.10 -27,352,481.51 21.0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59 0.0391 -8.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59 0.0391 -8.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8% 1.91%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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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5,867,247.02 736,607,619.49 -2.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51,120,633.35 660,663,086.89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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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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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喆 境内自然人 36.28% 119,042,826.00 94,007,119.00   

马铮 境内自然人 18.50% 60,715,477.00 52,886,668.00   

珠海瑞信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78% 9,108,274.00 0.00   

浙江银万斯特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银万增

利 1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2.00% 6,560,000.00 0.00   

上海亿衍私募

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亿衍元

亨二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99% 6,520,000.00 0.00   

天算量化（北

京）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天

算专享 5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92% 6,300,000.00 0.00   

#吴敬东 境内自然人 0.40% 1,303,600.00 0.00   

#雷仙果 境内自然人 0.27% 890,429.00 0.00   

#肖桥月 境内自然人 0.18% 600,30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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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爱青 境内自然人 0.18% 600,000.00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喆女士持有珠海瑞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5.13%的股

份，为珠海瑞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公司股东吴敬东未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303600股,实际合计持有 1303600股； 

2、公司股东雷仙果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029 股外，还通过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889400股，实际合计持有 890429股； 

3、公司股东肖桥月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90100股外，还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10200股，实际合计持有 600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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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宜 

2021 年 9 月 10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等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议案，该事项已经 2021 年 9 月 28 日召开的公司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情请见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9 月 11 日、2021 年 9 月 28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2 年 1 月 28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及相关议案，该事项已经 2022 年 2 月 14 日召开的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详情请见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1 月 29 日、2022 年 2 月 14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

告。 

2022 年 6 月 6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的议案》，鉴于宏观经济环境及资本市场环境的变化，结合公司战略规划、融资渠道建设

等因素，经公司审慎分析并与中介机构充分沟通论证后，公司决定终止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详情请见公司同

日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file:///C:/Users/ADMINI~1.SG-/AppData/Local/Temp/www.cninfo.com.cn
file:///C:/Users/ADMINI~1.SG-/AppData/Local/Tem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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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更公司职工代表监事事宜 

公司于 2022 年 3月 1 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会议决定免去杨贤帮先生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职务，并

选举张浩然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6）。 

file:///C:/Users/ADMINI~1.SG-/AppData/Local/Tem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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