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2621                           证券简称：美吉姆                            公告编号：2022-095 

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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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吉姆 股票代码 002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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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瑜 闻静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家楼 50号院 A3号楼 北京市朝阳区安家楼 50号院 A3号楼 

电话 010-84793668-880 010-84793668-898 

电子信箱 tracy.shi@mygymchina.com amy.wen@mygym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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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011,404.05 174,892,743.78 -51.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8,972,747.07 33,093,652.44 -247.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50,251,627.00 8,251,918.33 -708.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8,630,641.77 -15,079,502.17 -355.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4 -2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4 -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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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64% 3.82% -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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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6,679,742.78 3,303,642,070.34 -1.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55,204,543.44 892,502,916.09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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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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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融诚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18% 248,191,387.00 0.00 

质押 

（注） 
166,395,487.00 

俞建模 境内自然人 11.64% 95,745,796.00 0.00   

俞洋 境内自然人 5.02% 41,272,423.00 0.00   

张源 境内自然人 3.19% 26,213,049.00 0.00   

刘俊君 境内自然人 2.52% 20,756,547.00 15,567,410.00   

天津迈格理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1% 20,647,831.00 0.00   

霍晓馨 境内自然人 2.24% 18,382,834.00 0.00   

刘祎 境内自然人 1.71% 14,065,534.00 0.00   

刘平 境内自然人 1.37% 11,291,409.00 0.00   

林爱华 境内自然人 1.18% 9,700,000.00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俞建模与俞洋为父子关系，俞建模与林爱华为配偶关系，俞洋与张源为配偶关系。天津

迈格理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刘俊君、刘祎、王琰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

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注：报告期末，珠海融诚所持股份中的 166,395,487 股被质押，前述被质押股份中的 22,842,640 股被司法冻结。2022

年 7 月 13 日，珠海融诚所持股份中的 166,395,487 股被质押，前述被质押股份中的 44,581,771 股被司法冻结。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6 日收到珠海融诚的通知，执行申请人已撤回强制执行申请，珠海融诚所持股份已经全部解除冻结状态，

详见《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解除司法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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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已于 2021 年 12 月 20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关于实际控制人逝世的公告》，公司将密切关注后续事项的

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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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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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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2 年 1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八人，解锁并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为 4,641,649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为 0.56%，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为 2022 年 1 月 19 日。详见公司

于 2022 年 1 月 8 日披露的《关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期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3）及

2022 年 1 月 18 日披露的《关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期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

005）。 

 

2、2022 年 1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2022 年 2 月 10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

举相关议案，详见 2022 年 2 月 11 日披露的《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与其他相关人员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022）。 

 

3、2022年 4月 27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2022年 5月 18日公司召开 2021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议案》《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期满〈减

值测试报告〉的议案》及《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业绩补偿方案的议案》，确认天津美杰姆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018

年度、2019 年度、 2021 年度分别实现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0,758,494.39 元、

238,317,034.43 元和 128,896,569.64 元，累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7,972,098.46 元。

天津美杰姆承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19,000,000.00 元，累计差额 161,027,901.54 元，

累计完成承诺利润的 77.60%；确认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天津美杰姆扣除补偿期限内的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

以及利润分配对资产评估的影响后价值 272,000.00 万元，并购标的公司交易价格 290,000.00 万元（已扣除交易对手方

承诺调减交易对价 4亿元），标的资产减值金额为 18,000.00万元，未超过承诺年度内应补偿现金金额。因此，交易对方

应补偿金额依据《2018 年重大资产重组草案》与《收购协议》相关条款，计算所得应补偿金额为 649,486,668.24 元。

应补偿金额与尚未支付的交易价款 553,250,000.00元冲抵之后，交易对手方应补偿金额为 96,236,668.24元。 

 

4、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启星未来（天津）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已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仲裁请求为：被申请人霍晓

馨（HELEN HUO LUO）、刘俊君、刘祎、王琰、王沈北业绩承诺补偿金额中现金补偿部分 96,236,668.24 元及延迟支付利

息并由被申请人承担本案全部仲裁费、律师费。2022 年 6 月 28 日，公司收到北京仲裁委员会发送的《关于（2022）京

仲案字第 3148 号仲裁案受理通知》。详见公司 2022 年 6 月 30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业绩承诺

补偿事项提起仲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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