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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75                证券简称：群兴玩具                公告编号：2022-027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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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兴玩具 股票代码 00257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ST 群兴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金成  

办公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星海街 200 号

星海国际广场 12 层 
 

电话 0512-67242575  

电子信箱 002575@sz002575.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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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143,044.45 14,165,527.45 366.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05,142.39 7,839,503.44 -8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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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2,789,555.66 -498,714.57 659.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78,106.80 -17,616,042.71 88.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13 0.0127 -89.7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13 0.0127 -89.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0% 0.97% -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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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2,507,523.12 834,995,199.09 -1.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83,380,075.51 783,431,693.25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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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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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星河

数据科技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8.16% 50,470,000 0 

质押 
49,000,00

0 

冻结 
50,470,00

0 

吴永海 
境内自然

人 
4.79% 29,656,292 0   

郑凯松 
境内自然

人 
4.68% 28,931,100 0   

张馨 
境内自然

人 
4.65% 28,753,900 0   

黄锐富 
境内自然

人 
3.09% 19,141,002 0   

张金成 
境内自然

人 
2.76% 17,094,000 0   

北京星恒

动影文化

传播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42% 15,000,000 0 

质押 
15,000,00

0 

冻结 
15,000,00

0 

陶悦明 
境内自然

人 
1.87% 11,591,700 0   

缪顺荣 
境内自然

人 
1.68% 10,364,282 0   

周茹萍 
境内自然

人 
1.64% 10,144,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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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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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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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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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0年 12 月 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并于 2021年 1月 13日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暨回购注销相关限制性股票有关事项的议案》。公司决定依

规终止实施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拟回购注销 51 名激励对象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计

3,000.00 万股。同时，与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配套实施的《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

文件将一并终止实施。具体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2020 年 6 月 24 日起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特别处理。2020 年度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2020 年修订）》第十四章所列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公司股票交易继续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2022 年 4 月 19

日，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前

期触发“上市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相应情形已经消除，公司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2 年修订）》第九章所列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第

9.3.7 条、第 9.3.11 条的相关规定，公司已符合申请撤销对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提出了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详见公司于 2022年 4月 20 日披露的《关于申请撤销公司股票退市风

险警示的公告》。在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自 2022

年 6 月 6 日起撤销股票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由“*ST 群兴”变更为“群兴玩具”。具体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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