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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19                证券简称：名臣健康                公告编号：2022-040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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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臣健康 股票代码 00291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变更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东松  

办公地址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莲南工业区  

电话 0754-85115109  

电子信箱 stock@mingch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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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578,465.20 401,275,143.40 -14.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7,146,609.00 98,899,969.23 -72.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20,190,495.82 97,580,250.47 -7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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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2,404,998.19 -31,100,027.12 -36.3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58 -72.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58 -72.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5% 14.13% -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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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8,673,474.97 970,345,939.68 -0.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44,957,382.90 757,810,648.61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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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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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勤发 
境内自然

人 
37.00% 63,270,900    

刘晓伟 
境内自然

人 
12.33% 21,090,300    

汕头市锦

煌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50% 7,694,043  质押 7,694,043 

许绍壁 
境内自然

人 
4.26% 7,280,000    

周国金 
境内自然

人 
1.42% 2,420,600    

上海烜鼎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烜鼎星

宿 4号私

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36% 2,332,120    

冯波 
境内自然

人 
1.35% 2,310,000    

曹岳琴 
境内自然

人 
1.07% 1,831,340    

上海阿杏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阿杏延

安 24号私

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02% 1,745,480    

彭小青 
境内自然

人 
1.01% 1,718,500 1,288,87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名股东中，未知周国金、冯波、曹岳琴、上海烜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阿杏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其他前十大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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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刘晓伟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1,090,300股。 

周国金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420,600股。 

上海烜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332,120股。 

冯波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310,000股。 

曹岳琴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831,340股。 

上海阿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745,480股。 

上海古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421,2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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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回购公司股份 

2022 年 4 月 27 日，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

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发行的人

民币普通股（A 股）。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10,000万元（含），回购

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35.00 元/股（含），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5）及于 2022 年 5 月 9 日在《证

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回购股份报告

书》（公告编号：2022-021）。 

由于公司实施了 2021年度权益分派，根据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及《回购股份报告书》等相关规定，公司回购方案

中的回购价格由不超过 35元/股调整为不超过 24.79元/股，按回购资金总额下限 5,000万元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201.6942 万股，约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 1.18%；按回购资金总额上限 10,000 万元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403.3884 万股，约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 2.36%。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7 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 2021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和数量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

026）。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182,000 股，占公司

目前总股本的 0.11%，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3,358,681 元（不含交易费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5 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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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

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34）。 

（二）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022 年 5 月 19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

案的议案》。公司 2021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公司以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122,135,745 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3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36,640,723.5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

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共计转增 48,854,298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170,990,043 股，不送红股。

公司已于 2022年 6月 6日实施完毕，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5月 27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2022-024）。  

（三）拟向全资子公司划转资产 

2022 年 6 月 28 日，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向全资子公司划转资产的议案》。为完善

公司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提高经营管理效率，进一步优化公司内部资源和资产结构，有利于公司明晰公司各业务板块

的工作权责，促进日化业务发展，同意公司拟以 2022 年 6 月 30 日为划转基准日，将公司现有日化业务涉及的相关资产、

负债按照账面净值划转至全资子公司广东名臣日化有限公司。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9 日在《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拟向全资子公司划

转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2）。 

（四）拟收购子公司 

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支付现金方式收购喀什奥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喀什奥术”）100%股权。根据福建联合中和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于评估基准日

2021 年 9 月 30 日，喀什奥术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净资产）评估值为人民币 21,922.74 万元，参考

估值结果，交易双方商定喀什奥术 100%股权的作价结果为 21,900 万元，该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按协议已支付

30%预付款。目前该并购事项因版号原因尚未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项目仍在积极推进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收购喀什奥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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