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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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信达 股票代码 00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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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孝顺 李鹏飞 

办公地址 
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 4688号国
贸中心 A栋 11楼 

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 4688号国
贸中心 A栋 11楼 

电话 0592-5608117 0592-5608117 

电子信箱 wangxs@xindeco.com.cn lipf@xindec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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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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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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126,773,364.36 49,133,597,073.08 -4.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199,607.96 9,046,256.64 23.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68,306,909.25 86,940,578.38 -293.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056,109,237.75 -4,125,986,599.29 25.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82 -0.1201 18.2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82 -0.1169 16.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83% -25.08% 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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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84,847,156.05 15,713,318,778.75 40.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507,484,216.73 2,544,916,063.92 -1.47% 

注：上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包含报告期归属于永续债持有人的利息 62,937,722.20元，扣

除永续债利息后，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51,738,114.24 元，计算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

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指标时均扣除了永续债及利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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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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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国贸控
股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45.00% 242,506,928 120,345,320   

阿拉丁汽车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1% 6,000,000    

俞雄伟 境内自然人 1.10% 5,909,946    

洪跃彬 境内自然人 1.09% 5,894,529    

沈永富 境内自然人 0.91% 4,900,000    

张雅芳 境内自然人 0.83% 4,498,616    

刘国兴 境内自然人 0.62% 3,358,000    

张双喜 境内自然人 0.58% 3,113,400    

张阿萍 境内自然人 0.56% 3,005,800    

王楠 境内自然人 0.49% 2,63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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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代表国家持有股份，与其他 9名股东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未知第 2-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前十大股东中，公司股东俞雄伟通过信用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909,946股。公司股东刘国兴通过信用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380,000股。公司股东王楠通过信用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900,2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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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上半年，随着国际地缘政治风险加剧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反复，宏观环境更趋复杂严峻，

叠加海外流动性收紧，世界经济增长放缓态势明显。中国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加大宏观

政策调节力度，有效实施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国民经济总体呈现稳定恢复态势。 

面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压力，公司围绕发展战略，聚焦主业内修外拓，以精细化管理和数字化转型赋

能业务运营，努力推动公司三大主业的高质量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启动新一轮再融资计划，拟募集资

金 7.39 亿元用于物联网业务、汽车经销业务、集团数字化升级等项目，助力公司以战略落地实施为主

线，提升经营质量，完善内控建设，提高经营效益；公司推出第二期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涵盖公司董事、高管及核心骨干员工，有效提升公司经营活力与长期竞争力，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奠

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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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71.27 亿元，利润总额 19,481.55 万元。公司再次入选 2022 年度

《财富》中国 500强上市公司（第 127位）及贸易行业子榜单第 5名。 

1、汽车经销板块 

2022 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面临供给冲击、需求收缩、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全国乘用车上半年

累计销售 926.1 万辆，同比下滑 7.2%。随着国家部委陆续出台乘用车购置税减半、新能源汽车购置补

贴及二手车相关利好政策提振汽车消费市场活力，汽车产业已逐步呈现复苏态势。 

公司紧密围绕“十四五”战略规划，紧抓市场发展机遇。一方面，顺应行业发展趋势，公司加大力

度培育新能源和豪华汽车品牌，持续推进经销门店建设；另一方面，公司充分利用线上直播、线上车展

等创新渠道实现数字化营销，持续推进“双保无忧”战略性产品增强客户黏性，助力新车销售和售后业

务稳健发展。同时，在中国汽车“出海”持续升温的背景下，公司加快完善产业链布局，二手车销售和

出口业务快速增长。此外，为进一步聚焦主营业务，公司完成国贸盈泰融资租赁（厦门）有限公司的股

权转让工作，推动业务资源回收，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共实现新车销量 1.41 万辆，被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评选为“中国汽车流通行业经销

商集团百强排行榜”第 55位。 

2、供应链板块 

报告期内，面对国内外复杂形势带来的挑战，公司以聚焦于有色金属和黑色大宗商品的产品归核化

战略为抓手，向产业链纵深拓展供应链业务体系，努力实现提质增效。公司深耕核心业务，一方面持续

深化与行业头部企业的战略联盟以保供稳链，同时积极开拓中西部及西南等新兴市场、丰富经营品类以

实现差异化经营；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加工、物流、自管仓库等供应链一体化综合服务体系的数字化建设，

以产业链价值提升带动供应链转型升级。此外，公司强化资源整合，打造矿、钢、煤、焦联合经营思路，

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公司已连续六年蝉联上海钢联等多家单位联合评选的“黑金杯”全球铁矿石供应商二十强。 

3、信息科技板块 

报告期内，信息科技集团紧扣公司战略规划，优化业务发展框架、强化产研双向联动、拓展优势优

质业务、统筹生产资源配置，取得一定成效。 

（1）物联网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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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物联网业务板块专注于电子标签业务与智慧城市业务。报告期内，公司优化业务发展框架，

确立了集中优势促发展的大物联运营模式。 

在电子标签业务方面，公司加速推进产能扩充，巩固行业领先优势；优化客户和订单结构，在印度、

韩国、日本等新区域新市场拓展公司优势业务；加快数字化转型进程，通过导入项目公司 PLM系统、产

品生产管理 MES系统、供应商管理 SRM系统等项目，强化产研双向联动。此外，公司坚持创新与研发，

参与的厦门市重大科技专项（电子标签自研芯片项目）已在多种场景应用，并通过与福州大学等高等院

校开展校企合作，进一步丰富产品技术储备。 

在智慧城市业务方面，公司多点发力布局智慧市政、智慧交通、智慧园区等领域，报告期内陆续推

进多个区域的智慧城市、智能化系统、交通工程照明项目落地。 

报告期内，信达物联获得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授予的厦门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称号、厦门火炬高

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授予的 2021 年度纳税明星企业称号，在物联之星评选中荣获 2021“物联之

星”星锐奖。 

（2）光电业务 

报告期内，信达光电对内统筹优化生产资源配置，整合封装业务生产基地，推进组织架构梳理；对

外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夯实产品定位，重点关注中小间距等高附加值产品的研发与销售，并为重点客户

提供高端定制化服务，深化合作，扩大品牌影响力。 

报告期内，公司获厦门市科学技术局、厦门市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税务局联合授予的“厦

门市高新技术企业”荣誉称号。公司与厦门大学等单位合作开展的“高分辨高稳定性 Mini LED 显示技

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荣获厦门市人民政府颁发的 2021年度厦门市科学技术进步奖。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李植煌 

二〇二二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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