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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72                    证券简称：国科微                    公告编号：2022-059 

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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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科微 股票代码 300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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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然 叶展 

电话 0731-88218880 0731-88218891 

办公地址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泉塘街道东十路

南段 9 号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泉塘街道东十路

南段 9 号 

电子信箱 ir@goke.com ir@gok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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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667,224,600.04 951,854,640.28 75.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568,957.54 -10,225,570.70 310.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13,648,547.55 -30,159,837.25 14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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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46,770,377.89 137,256,864.10 444.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84 -0.0567 308.8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84 -0.0567 308.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1% -0.82%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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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44,278,104.79 3,479,019,769.64 42.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31,616,564.67 1,518,143,658.33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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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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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国科控

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43% 39,035,306 0   

国家集成电

路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53% 21,000,350 0   

长沙芯途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70% 19,491,864 0   

向平 境内自然人 4.54% 8,268,952 6,201,714   

贺光平 境外自然人 3.15% 5,732,380 0   

王春江 境内自然人 2.26% 4,109,103 0   

贺朴 境内自然人 1.66% 3,027,153 0   

刘秋蓉 境内自然人 1.45% 2,635,743 0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87% 1,586,853 0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国泰 CES

半导体芯片

行业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59% 1,071,047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湖南国科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向平先生 100%持股公司，长沙芯途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已与向平先生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公司未知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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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贺光平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500 股外，还通过五矿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5,729,880 股，实际合计持有 5,732,380 股；公司股东王春江除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674,503 股外，还通过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 434,6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4,109,103 股；公司股东贺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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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7,153 股，实际合计持有 3,027,153 股;公司股东

刘秋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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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635,743 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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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合计持有 2,635,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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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 

1、2022 年 4 月 27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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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议案，上述议案已由

2022 年 5 月 20 日召开的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 年 4 月 28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 

2、2022 年 6 月 21 日，公司收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受理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

件的通知》（深证上审〔2022〕215 号）。深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及相关申请文件进行了

核对，认为申请文件齐备，决定予以受理。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2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6）《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 2022 年度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等相关公告。 

3、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收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

问询函》（审核函〔2022〕020139 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对公司提交的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并形成了审核问询问题。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关于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49）。公司按照审核问询函的要求，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所列问题进行逐项落实，并于 2022 年 7 月

18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关于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公告编号：2022-050）等相关公告。 

4、2022 年 8 月 24 日，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关于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以下简称“告知函”），深交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

件进行了审核，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中国证监会履行相关注册程

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 年 8 月 25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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