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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80                                           证券简称：光力科技                                         公告编号：2022-036 

光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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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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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力科技 股票代码 30048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曹伟 关平丽 

电话 0371-67858887 0371-67858887 

办公地址 郑州高新开发区长椿路 10 号 郑州高新开发区长椿路 10 号 

电子信箱 info@gltech.cn zhengquanbu@glte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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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666,031.84   201,224,848.03  33.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4,298,010.82   58,648,211.79  -2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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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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78,333.10   31,168,694.20  -11.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152,899.12   10,229,693.57  -248.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63  0.1776  -28.8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63  0.1776  -28.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5% 7.30%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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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8,781,400.33   1,716,130,159.06  1.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64,415,608.72  1,340,087,083.23 1.82%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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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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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彤宇 境内自然人 36.13% 126,925,241 103,217,383 质押 13,683,941 

深圳市信庭至美半导体企

业（有限合伙） 
非国有法人 5.91% 20,747,534    

宁波万丰隆贸易有限公司 非国有法人 4.21% 14,790,779 11,093,084 质押 5,508,424 

孙慧明 境内自然人 3.09% 10,839,875    

陈淑兰 境内自然人 1.80% 6,306,423 4,729,817   

杨燕灵 境内自然人 1.29% 4,543,992    

李祖庆 境内自然人 0.82% 2,889,798 2,167,349   

庄陆坤 境外自然人 0.76% 2,677,094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

司－自有资金 
其他 0.68% 2,396,968    

张婕 境内自然人 0.64% 2,233,12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自然人股东陈淑兰和赵彤宇系母子关系；赵彤宇持有本公司法人股东宁波

万丰隆的股权。除上述股东之间关联关系外，公司未知前 10名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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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孙慧明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4,031,275 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

持有 6,808,6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0,839,875 股； 

公司股东杨燕灵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653,656 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

持有 1,890,336 股，实际合计持有 4,543,992 股； 

公司股东张婕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924,227 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308,9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233,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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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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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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 

报告期内，为加快半导体封测装备业务的发展，公司全力推进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工作，本次可转债

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40,000 万元，用于超精密高刚度空气主轴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建设，项目完全达产后将形成年产

5,200 根空气主轴的产能。本项目产品为半导体设备关键零部件，公司已掌握其全套技术及生产工艺，项目有助于补齐

我国集成电路设备产业链的短板，突破企业产能瓶颈，获得规模优势，降本增效，加快半导体设备的国产化进程，符合

公司未来发展规划。 

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9 日披露了《关于光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审核问询函

的回复（豁免版）（修订稿）》等文件，根据相关要求，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结合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对上述审核问

询函回复和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内容进行了财务数据更新和进一步修订；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6 日收到深交所出具的

《关于光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2〕020145 号）

（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收到问询函后，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问询函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回复；

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0 日收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光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审核

中心意见落实函》（审核函〔2022〕020180 号）（以下简称“落实函”），公司按照落实函的要求，对落实函提出的问题进

行了认真分析、落实和回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相关公告。公司将按计

划推进相关工作，并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事项 

基于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以及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赵彤宇先生计划自 2022

年 4 月 14 日起 6 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集中竞价的方式，以不高于 35 元/股价格增持公司股份的金额不低于

3,000 万元、不超过 6,000 万元。详见公司 2022 年 4 月 14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光力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3）。 

截至 2022 年 7 月 14 日，赵彤宇先生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合计 1,855,932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53%，增持金额共计人民币 3,166.47 万元。详见公司 2022 年 7 月 14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股份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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