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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884                                                                 证券简称：狄耐克                                             公告编号：2022-037 

厦门狄耐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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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狄耐克 股票代码 300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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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丽梅 洪跃进 

电话 0592-5760257 0592-5760257 

办公地址 
厦门火炬高新区火炬园创新路 2 号兴

联电子大厦五楼 

厦门火炬高新区火炬园创新路 2 号兴

联电子大厦五楼 

电子信箱 dnake@dnake.com dnake@dnak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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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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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91,381,335.29 378,662,929.72 3.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4,999,182.97 50,204,254.56 -10.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34,266,916.69 39,892,540.02 -14.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0,732,425.36 -76,350,337.64 33.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20 -1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20 -1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4% 4.06%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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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6,030,214.38 1,851,578,206.25 -5.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02,518,453.77 1,293,519,270.80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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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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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缪国栋 境内自然人 26.02% 65,573,550 65,573,550   

厦门鑫合创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75% 17,010,000 17,010,000   

庄伟 境内自然人 6.63% 16,703,820 12,527,865   

侯宏强 境内自然人 5.17% 13,029,660 9,772,245   

福建红桥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14% 10,442,810 0   

厦门兴联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74% 9,431,100 0 质押 2,072,000 

厦门宏盛利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6% 3,669,120 0   

陈杞城 境内自然人 1.29% 3,248,910 0   

厦门万顺荣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9% 2,992,500 0   

赵宏 境内自然人 1.13% 2,840,670 2,130,502   

徐兆鹏 境内自然人 1.13% 2,840,670 0   



厦门狄耐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厦门鑫合创投资有限公司为缪国栋持股 100%的企业；厦门万顺荣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为福建红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厦门宏盛利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福建红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且

厦门宏盛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出资份额 99.01%的有限合伙人洪琼瑶女士与

福建红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泉州市红桥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吴火炉先生及其儿子吴培坤先生存在亲属关系。除上

述情况之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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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2 年 4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并于 2022 年 5 月 12 日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对公司注册

资本进行变更暨修改公司章程的部分内容。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26）。 

2、2022 年 4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议案》，为进一步

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满足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对组织架构进行调整。 

3、2022 年 5 月 12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以

18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转增 4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年度。2022 年 5 月，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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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22 年 1 月，厦门亿联凯泰数字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亿联凯泰基金”）首期募集资金人民币

1.04 亿元已募集完毕。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人民币 2,000万元，认缴比例为 7.69%，已实缴出资人民币 800 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关于参与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01）。 

5、2022 年 2 月，公司收到亿联凯泰基金管理人厦门凯泰亿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通知，亿联凯泰基金在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完成了备案手续，并取得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关于参与设立产业投资

基金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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