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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98                证券简称：帝欧家居                公告编号：2022-103 

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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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欧家居 股票代码 002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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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杰 代雨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天

府三街 19 号新希望国际大厦 A座 15

层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天

府三街 19 号新希望国际大厦 A座 15

层 

电话 028-82801234 028-67996113 

电子信箱 zhongjie@monarch-sw.com daiyu@monarch-s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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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307,558.72 3,129,970,035.08 -36.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48,687,269.27 272,662,433.85 -191.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263,239,968.12 262,098,363.38 -2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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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58,041,907.04 -59,911,374.56 -497.6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475 0.7193 -190.0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475 0.7177 -190.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65% 6.23% -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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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14,515,752.01 11,273,497,348.89 -12.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151,945,215.15 4,544,800,555.59 -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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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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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进 境内自然人 14.25% 55,134,789 41,351,092 质押 49,565,100 

陈伟 境内自然人 12.96% 50,123,597 40,067,698 质押 33,120,000 

吴志雄 境内自然人 11.92% 46,128,797 40,139,098 质押 36,510,000 

鲍杰军 境内自然人 7.81% 30,206,351 22,654,763 质押 17,700,000 

黄卿仕 境内自然人 2.76% 10,690,000 0   

帝欧家居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1% 7,392,700 0   

陈家旺 境内自然人 1.89% 7,318,761 5,489,071   

钟宝申 境内自然人 1.35% 5,230,558 0   

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33% 5,130,772 0   

司绍华 境内自然人 1.06% 4,116,57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刘进、陈伟、吴志雄为一致行动人，共同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

本公司进行共同控制；鲍杰军、陈家旺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相互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黄建起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363,264 股，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500,000 股，合计持有 3,863,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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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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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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欧家居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

券 

帝欧转债 127047 
2021 年 10 月

25 日 

2027 年 10 月

24 日 
149,990.92 

第一年 0.30%、

第二年 0.50%、

第三年 1.00%、

第四年 1.60%、

第五年 2.00%、

第六年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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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13% 59.69% 

流动比率 1.55 1.52 

速动比率 1.188 1.191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0.31 7.7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26,328.08 25,991.02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66% 12.84% 

利息保障倍数 -1.94 6.03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3.70 -0.65 

三、重要事项 

（一）公司更名，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2022 年 1 月 19 日，公司领取了由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公司名称由“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

司”变更为“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除上述变更外，营业执照其他内容无变化。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完成公司名称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5） 

（二）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相关进展 

2021 年 11 月 2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91），公司计划以自有资金通过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发行的

人民币普通股（A 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含），回购股份价

格不超过人民币 20.68 元/股。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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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票 7,392,700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1.91%（以公司截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总股本 386,899,808 股为基准），其中最高成交价为 12.62 元/股，最低成交

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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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为 8.53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 68,124,028.95 元（不含交易费用）。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4 日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82）， 

（三）关于可转债转股相关事项 

2022 年 4 月 27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帝欧转债开始转股的提示性公告》（公

告编号：2022-038），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约定，公司发行的“帝欧转债”自 2022 年 4 月 29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

份。转股时间：2022 年 4 月 29 日至 2027 年 10 月 24 日。 

报告期内，帝欧转债”因转股减少 908 张（金额为 90,800 元），转股数量为 6,744 股。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剩

余可转债张数为 14,999,092 张（可转债余额为 1,499,909,200 元）。 

（四）拟注销子公司 

2022 年 4 月 29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孙公司的议案》，基于经营

发展的需要，对部分运营业务作出调整，部分孙公司经营业绩与立项目标存在一定差距，运营效率较低，出于降低经营

管理成本，提升运营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的考虑，同意清算注销六家孙公司：四川欧神诺陶瓷有限公司、山东欧神诺建

材有限公司、陕西欧神诺建材有限公司、天津欧神诺建材有限公司、沈阳欧神诺陶瓷有限公司、云南欧神诺建材有限责

任公司。2022 年 4 月 30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注销孙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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