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0012；200012                                   证券简称：南玻 A；南玻 B                               公告编号：2022-051 

债券代码：149079                                                   债券简称：20 南玻 01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董事长：陈琳 

 

二零二二年八月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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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玻 A、南玻 B 股票代码 000012、20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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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文欣（代行董事会秘书） 陈春燕 

办公地址 中国深圳市蛇口工业六路一号南玻大厦 中国深圳市蛇口工业六路一号南玻大厦 

电话 (86)755-26860666 (86)755-26860666 

电子信箱 securities@csgholding.com securities@csghold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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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19,216,676 6,614,802,538 -1.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01,174,398 1,352,517,465 -25.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887,594,820 1,329,814,528 -33.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02,803,121 1,698,245,375 -46.8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 0.44 -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 0.44 -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61% 12.60%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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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71,177,776 19,939,364,510 12.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817,420,869 11,429,661,046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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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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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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海利年年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19% 466,386,874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万能型保险产品 
境内非国有法人 3.86% 118,425,007    

中山润田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2% 86,633,447  

质押 86,630,000 

标记 86,630,000 

冻结 3,447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自有资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1% 64,765,161    

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7% 42,050,889    

中国银河国际证券（香

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34% 41,219,778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组

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9% 36,649,229    

中信证券－中信银行－

中信证券卓越成长两年

持有期混合型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7% 32,888,875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传统－普通保险

产品-005L-CT001 深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3% 31,645,064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境外法人 0.65% 19,885,57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截至本报告期末，上述股东中：已知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利年

年、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型保险产品、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自有资金均为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持股，中山润田投资有

限公司为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一致行动人，另一一致行动人承泰集

团有限公司通过中国银河国际证券（香港）有限公司持股 40,187,904 股。

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或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特别说明：2022 年 7 月 11 日，在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对所有议案均投赞成

票，中山润田投资有限公司对所有议案均投反对票，承泰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中国银河国际证券（香港）有限公司所持股

份对所有议案均投反对票；2022 年 8 月 3 日，在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对所

有议案均投赞成票，中山润田投资有限公司对所有议案均投反对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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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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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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万元） 
利率 

中国南玻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20 南玻 01 149079 

2020 年 3 月 24

日-2020 年 3

月 25 日 

2023 年 3 月 25

日 
200,000 6% 

（2） 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45% 40% 

流动比率 1.23 1.66 

速动比率 0.95 1.38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4.64 21.3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88,759 132,981 

EBITDA全部债务比 17% 32% 

利息保障倍数 10.69 16.70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12.34 19.79 

贷款偿还率 100% 100% 

利息偿付率 100% 100% 

三、重要事项 

1、公开发行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2 年 7 月 11 日，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议案，同意公司

发行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80,000 万元（含 280,000 万元），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 6 年。 

2、中山润田投资有限公司所持南玻 A股份被动减持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2 日收到重庆鈊渝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鈊渝’）的《告知函》，《告知函》显示，

深圳市中级法院裁定变价中山润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润田”）持有的 6,765 万股“南玻 A”股票（证券代码：

000012）。重庆鈊渝于 2022 年 7 月 27 日、7 月 28 日和 7 月 29 日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强制卖出中山润田持有的南玻 A股

份合计 5,562.89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81%。前述股份被动减持后，中山润田的持股数量由 86,633,447 股减少至

31,004,547 股,持股比例由 2.82%减少至 1.01%。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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