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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86                           证券简称：*ST围海                         公告编号：2022-151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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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围海 股票代码 00258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沈旸 夏商宁 

办公地址 宁波市鄞州区广贤路 1009 号 宁波市鄞州区广贤路 1009 号 

电话 0574-87911788 0574-87911788 

电子信箱 ir@zjwh.com.cn ir@zjw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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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039,445,354.11 872,647,472.76 19.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7,944,129.58 18,731,820.21 49.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24,040,279.78 -38,122,121.00 16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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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6,084,842.17 33,095,722.06 -209.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44 0.0164 48.7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44 0.0164 48.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5% 0.56%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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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45,714,749.46 8,881,246,764.39 1.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548,448,339.97 3,577,264,805.57 2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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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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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光曜

致新钟洋

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其他 14.85% 169,902,912.00 19,452,662.00   

宁波舜农

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4.74% 168,689,320.00 140,214,480.00   

宁波源真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0.84% 124,084,972.00 30,930,062.00   

上海千年

工程投资

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17% 59,101,557.00 40,546,420.00   

浙江东睿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61% 41,296,060.00 0.00 

质押 
41,296,06

0 

冻结 
41,296,06

0 

浙江围海

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62% 30,000,000.00 0.00 

质押 
30,000,00

0 

冻结 
30,000,00

0 

陈德海 
境内自然

人 
1.28% 14,639,190.00 0.00   

仲成荣 
境内自然

人 
1.18% 13,510,540.00 5,557,905.00   

邱春方 
境内自然

人 
1.12% 12,825,000.00 0.00 

质押 6,802,600 

冻结 5,001,300 

罗全民 
境内自然

人 
1.06% 12,145,668.00 0.00 质押 

12,102,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1、宁波舜农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2、宁波舜农集团有限公司与杭州光曜致新钟洋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3、仲成荣为上海千年工程投资管理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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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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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

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陈德海通过财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票 9,799,685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4,839,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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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宁波舜农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日期 2022 年 06月 17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具体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披露

的《关于控股股东破产重整计划执行进展暨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2 年 06月 20 日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余姚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 

变更日期 2022 年 06月 17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具体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披露

的《关于控股股东破产重整计划执行进展暨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2 年 06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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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立案调查进展事项： 

公司于 2019年 7月 1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甬证调查字 2019051号）。

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证监会立案调查。公司及相关当事人于 2022 年 2 月 10 日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出具的最终处罚结果《行政处罚决定书》（[2022]1 号）及

《市场禁入决定书》（[2022]1 号）。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

公告。 

2、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事项： 

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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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海控股经法院批准后执行《浙江围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八公司合并重整计划》），2022 年 6

月 16日，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协

助执行通知书》【（2020）浙 0291 破 1 号】，公司于 2022年 6月 17日收到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上述股权过户手续已完成，权益变动后，围海

股份的控股股东由围海控股变更为宁波舜农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由冯全宏、罗全民、邱春方、王

掌权变更为余姚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2年 6月 20日、2022年 7月 13日披露的

《关于控股股东破产重整计划执行进展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详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宁波舜农及其一致行动人光曜钟洋）（补充后）》。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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