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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18                        证券简称：航锦科技                        公告编号：2022-053 

航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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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锦科技 股票代码 00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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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东川 邢丹丹 

办公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中山大道 1627 号

中信泰富大厦 38 楼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中山大道 1627 号

中信泰富大厦 38 楼 

电话 027-82200722 027-82200722 

电子信箱 zqb@hangjintechnology.com zqb@hangjintechnolog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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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7,916,025.46 2,293,088,825.92 -5.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1,482,789.93 407,433,728.79 -5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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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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715,955.24 400,309,606.58 -61.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417,766.89 219,160,075.21 -102.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 0.60 -58.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 0.60 -58.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5% 13.29% -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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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3,946,042.25 5,250,366,452.34 -2.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551,317,367.82 3,446,853,029.38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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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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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新能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69% 113,363,924    

新余昊月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0.47% 71,138,276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70% 31,953,951    

彭朝晖 
境内自然

人 
1.85% 12,549,000  冻结 20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

夏行业景气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73% 11,718,048    

王世忱 
境内自然

人 
1.72% 11,656,168    

杭州万珹投资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20% 8,174,668    

张利群 
境内自然

人 
1.19% 8,070,440    

张新容 
境内自然

人 
1.01% 6,843,350    

华夏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其他 0.88% 6,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未获知前 10 名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新余昊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所持股份中有 35,138,276 股为其信用账户持股；彭朝晖所持

股份中有 12,548,400 股为其信用账户持股；杭州万珹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所持股

份中 7,797,668 股为其信用账户持股；张利群所持股份中有 8,067,240 股为其信用账户

持股数；张新容所持股份 6,843,350 股为其信用账户持股；其余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

没有参与融资融券业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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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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4 月 26 日公司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为满足公司全资

子公司航锦化工投资项目和未来生产经营的需求，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45,000 万元向航锦化工进行增资，本次增资完成后，

航锦化工的注册资本由 5,000万元变为 50,000 万元。详见 2022 年 4 月 28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对全资

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1）。 

2022 年 4 月 28 日，公司收到董事长蔡卫东先生、总经理丁贵宝先生、财务总监慕继红女士、副总经理李忻蔚女士、董

事会秘书王东川先生关于增持公司股份的书面说明，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核心团队成员拟根据公司《2021 年度

经营业绩奖励方案》将获得业绩奖励的相关金额增持公司股份。上述公司人员拟在 2022 年 4 月 29 日至 10 月 28 日期间，

通过资管产品“华泰资管航锦科技家园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以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详见 2022年 4

月 29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董事长、总经理以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核心团队成员增持公司股份计划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8）。 

2022 年 5 月 13 日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在武汉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合同期限为一年。招商银行（含下属分支机构及附属机构，下同）竭力为公司及下属公司提供优质、高效的全方位金融

服务。招商银行承诺在符合该行相关贷款规定的前提条件下为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陆拾亿元整的贷款额度，用于日常

生产经营、项目建设、项目投资等。详见 2022年 5月 14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与招商银行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0）。 

 

                                                                     航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定代表人：蔡卫东 

二〇二二年八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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