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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41                            证券简称：众业达                          公告编号：2022-35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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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业达 股票代码 002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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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海娜 韩会敏 

办公地址 
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珠津工业区珠津

一横街 1 号 

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珠津工业区珠津

一横街 1 号 

电话 0754-88738831 0754-88738831 

电子信箱 stock@zyd.cn stock@zy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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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0,914,189.29 5,933,619,119.50 -2.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2,935,615.78 210,811,492.60 10.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229,745,576.89 209,605,816.08 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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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5,034,808.01 -554,140,987.38 77.4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3 0.39 10.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3 0.39 10.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20% 5.09%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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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67,924,574.31 6,709,240,916.86 8.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599,023,648.40 4,365,858,996.88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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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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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开贤 
境内自然

人 
29.11% 158,508,340 118,881,255   

颜素贞 
境内自然

人 
8.81% 48,000,000 0   

吴森岳 
境内自然

人 
5.90% 32,121,000 0   

吴森杰 
境内自然

人 
5.88% 32,000,000 24,000,000   

西藏五维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00% 10,890,800 0   

青岛恒澜

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77% 9,655,400 0   

裘荣庆 
境内自然

人 
0.77% 4,189,200 0   

UBS AG 境外法人 0.59% 3,216,662 0   

王总成 
境内自然

人 
0.51% 2,802,700 0   

柯美莉 
境内自然

人 
0.42% 2,301,04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吴开贤、颜素贞是夫妻，吴森杰、吴森岳是吴开贤、颜素贞夫妇的儿子；西藏五维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青岛恒澜投资有限公司为同一控制下的主体；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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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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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2022 年上半年公司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国内经济运行严峻复杂，且国内疫情多发散发，加大经济下行压力，在此情况下公司持续贯彻执行“3+1”

的经营战略，以“行业覆盖、产品覆盖、区域覆盖，加人力资源”为战略核心，以“分销网、物流网、技术服务网，加互联

网”作为公司核心竞争力驱动服务升级，以“配电团队、工控团队、中小客户团队，加技术服务团队”保障三覆盖战略成果

落地，推动公司业务的持续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800,914,189.29 元，同比减少 2.24%；实现利润总额 300,472,919.51 元，同比增

长 8.8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2,935,615.78 元，同比增长 10.4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9,745,576.89 元，同比增长 9.61%。2022 年上半年，众业达商城实现销售额约 34.45 亿元

（含税），同比增长 1.36%。 

 （二）2022 年上半年公司经营重大事项 

1、2021 年 9 月 17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上海泰高开关有限公司签署

〈国有土地非居住房屋补偿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泰高开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泰高”）与上

海吴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及实施单位上海市闵行第一房屋征收事务所有限公司签署《国有土地非居住房屋补偿协议》，

并授权管理层或相关人员办理本次搬迁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国有土地非居住房屋补偿协议》等相关协议、

办理搬迁过户事宜等。前述协议涉及的搬迁补偿总额合计为 169,700,145 元。详见 2021 年 9 月 18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全资子公司上海泰高开关有限公司签署〈国有土地非居住房屋补偿协议〉的公告》。 

2021 年 10 月 13 日，上海泰高收到了首笔搬迁补偿款 50,910,000 元。详见 2021 年 10 月 14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全资子公司上海泰高开关有限公司收到部分搬迁补偿款的进展公告》。 

2021 年 11 月 25 日至 2021 年 11 月 26 日，上海泰高收到了第二笔搬迁补偿款合计 101,800,000 元。详见 2021 年 11

月 27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全资子公司上海泰高开关有限公司收到部分搬迁补偿款的进展公告》。 

2022 年 1 月 14 日，上海泰高收到了最后一笔搬迁补偿款合计 16,990,145 元。截至 2022 年 1 月 14 日，上海泰高已累

计收到全部搬迁补偿款 169,700,145 元。详见 2022 年 1 月 15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全资子公司上海泰高开关有限

公司收到搬迁补偿款尾款的进展公告》。 

2、截止 2022 年 3 月 23 日，公司及子公司与同一交易对手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以下合称

“施耐德”）签署多份《分销协议》，涉及的低压配电及工控产品分销协议的采购目标金额合计 367,969.1 万元（不含税），

具体采购金额以日常实际采购为准；相关设备/产品的采购合同金额为 2,854.33 万元（含税），该金额未包含在分销协议

的采购目标金额中。详见 2022 年 3 月 25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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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上述签署协议的履行金额为 161,410.16 万元（不含税）。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截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募集资金

投资总额（1） 

本年度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进度

（%）(3)＝(2)/(1) 

预装式纯电动客车充电系

统建设项目 
42,528.36 3,277.66 0.00 3,277.66 100.00 

电子商务平台建设项目 
28,594.07 45,970.00 3,195.22 38,988.35 100.00

注
 

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0 51,874.77 0.00 51,874.77 100.00 

合      计 
101,122.43 101,122.43 3,195.22 94,140.78 - 

注：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3 日召开的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

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电子商务平台建设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9,511.02 万元（含现金管理

及利息收益，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主要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 

  2022 年 5 月，公司已将 4个募集资金账户的节余募集资金 9,525.12 万元全部转入公司自有资金账户，用于永久性补

充流动资金，并完成了上述 4个募集资金账户的注销手续。详见 2022 年 5月 19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注销非公

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账户的公告》。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吴开贤 

                                                                                                              

2022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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