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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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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巨潮资讯网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温惠 董事 因事 邹孟红

1.3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1.4公司中期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宝新能源 股票代码 00069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 沣 罗丽萍

办公地址

广东省梅县华侨城香港花园香港大道宝丽华综合大楼；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东路6号广州周大福金融中心63层

电话 0753-2511298���020-�83909818

传真 0753-2511398���020-�83909880

电子信箱 bxnygd@sina.com

报告期初至报告披露日期间公司股票简称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元/股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767,704,137.90 4,471,812,324.83 -15.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071,786.84 661,706,544.29 -98.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40,553,549.38 751,439,033.27 -94.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0,299,184.57 1,340,927,040.89 -117.92%

基本每股收益 0.004 0.30 -98.67%

稀释每股收益 0.004 0.30 -98.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8% 6.06% 减少5.98个百分点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8,503,265,895.76 19,678,074,234.63 -5.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071,485,561.29 11,172,620,499.61 -0.91%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12,249户 优先股股东总数 0户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 0户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报告期末持

有的普通股

数量

报告期内

增减变动

情况

持有有限

售条件普

通股数量

持有无限售

条件普通股

数量

质押或冻

结股份数

量

广东宝丽华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6.00

348,142,

058

348,142,

058

张惠强 境内自然人 2.89

62,920,

000

-9,820,

000

62,920,

000

宁远喜 境内自然人 1.97

42,878,

200

42,878,

200

42,878,

2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85

40,197,

608

-39,615,

253

40,197,

608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2

20,075,

300

20,075,

3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2

20,075,

300

20,075,

30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2

20,075,

300

20,075,

3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2

20,066,

000

-9,300

20,066,

00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

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2

20,025,

500

-49,800

20,025,

50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0

19,592,

500

-482,800

19,592,

500

前10名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

前10名股东存在回购专户的特别说明 无

前10名股东存在委托表决权、受托表决权、放弃表决权

情况的说明

未知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广东宝丽华集团有限公司 348,142,058 人民币普通股

张惠强 62,9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宁远喜 42,878,200 人民币普通股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0,197,608 人民币普通股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0,075,300 人民币普通股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0,075,300 人民币普通股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0,075,3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0,066,000 人民币普通股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20,025,500 人民币普通股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9,592,500 人民币普通股

前10名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股东张惠强持有公司62,920,000股股份，其中普通证券账户持

有7,950,000股，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54,970,000股。

2.4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3.1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3.1.1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发展情况

公司所属行业为电力行业。

2022年1-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40,97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9%。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513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0.3%；第二产业用电量27,41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3%；第三产业用电量6,938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3.1%；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6,11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6%。

2022年上半年，全国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1,777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81小时。 分类型看，全国水

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为1,691小时， 比上年同期增加195小时； 全国火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为2,057小

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3小时。 全国核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3,673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2小时；全国并

网风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1,154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58小时；全国太阳能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690

小时，比上年同期增加30小时。

1-6月，全国各电力交易中心累计组织完成市场交易电量24,825.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5.8%，占全

社会用电量比重为60.6%，同比提高17.3个百分点。 其中，全国电力市场中长期电力直接交易电量合计为

19,97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5.0%。（以上数据来自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2022年1-6月份电力工业运

行简况》、《2022年1-6月全国电力市场交易简况》）

3.1.2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情况概表

主要业务 主要产品 经营模式 市场地位

业绩驱动

因素

报告期内发生的

重大变化情况

新能源发电 电力

立足能源电力主业，

拓展金融投资领域。

新能源电力细分

行业龙头

国家政策、

宏观经济、

产业结构、

原 料 价

格

1、煤炭价格高位上涨；

2、 电力市场化程度

与规模进一步扩大。

3.2报告期内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变化及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核心竞争力未有发生重要变化。

3.3报告期内的主要经营情况

2022年上半年，国际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国内疫情多发散发，二季度经济压力明显增大。受电力需求

偏弱、来水较往年明显增加、煤炭价格持续高位上涨等因素影响，火电行业发展面临巨大压力。

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公司积极应对挑战，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营发展，紧抓新能源电

力安全生产、提质增效，全面优化提升内部机制，进一步打造可持续核心竞争力，努力实现向内要效益、

向外稳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68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07.18万元。

1、狠抓运营，勇担责任，新能源电力积蓄新动能

报告期内，煤炭价格持续高位上涨、电力保供形势严峻，公司坚定政治站位，勇于担当，以高度的使

命感和责任感，坚决贯彻落实保供电决策部署，全力以赴保障电力安全生产和稳定供应，为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坚强电力保障。 在行业承压的大环境下，公司迎难而上、深挖潜力、降本增效，扎实筑牢梅县荷树

园电厂发展基础，优化提升陆丰甲湖湾电厂增长驱动效应，创新发挥宝新售电灵活运营优势，千方百计

稳定生产、保障供电。

报告期内，公司广东陆丰甲湖湾电厂二期扩建工程（2×100万千瓦）在广东省发改委开展的煤电项

目优选中排位第一，广东省发改委同意将国家“十四五” 电力建设规划新增广东省的200万千瓦煤电建

设规模用于陆丰甲湖湾电厂二期扩建工程建设。 公司将根据有关要求抓紧开展项目前期工作，待条件具

备后按程序申报项目核准，尽快开工建设，确保“十四五”建成投产。

该项目的建成投产，是公司立足新发展阶段、奋力谱写新篇章的重大举措，必将进一步提升公司发

展的规模效益，筑牢公司发展的根基底线，从而通过高效能运营实现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高企业可持

续核心竞争力。

2、审慎经营，稳中求进，新金融投资贡献新力量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审慎经营，多措并举盘活现有资产，促进提升资产运营效率，力促梅州客商银行

稳健合规运营，协同投资企业发挥优势扩大效益，积极探索寻找符合自身特色的健康发展路径，在行业

发展面临困局之时提供了保障性利润来源。

报告期内，公司发起设立的梅州客商银行始终坚持“稳字当头、防控风险、守住底线” ，与十多家湾

区知名客商企业建立了良好的银企合作关系，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积极服务实体经济；发行首期同业存

单，拓宽融资渠道；业务齐头并进，打造小额分散的资产业务布局。 截止报告期末，梅州客商银行资产总

额250.45亿元，同比增长7.03%；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2.22亿元，同比增长54.17%；净利润8,018.45万

元，同比增长504.7%；不良贷款率为0.43%，形成了业务规模增长、资产质量稳定、利润上新台阶的发展

态势。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管理业务取得新进展。 公司参股投资的汕尾后湖海上风电项目进入满产发电第

一年，得益于来风情况良好，项目公司落实海风战略，做实做优管理措施，2022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约

2.51亿元，机组可利用率94%；公司参股投资的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坚持沿着“投资专业

化、服务平台化” 的战略紧抓机遇，不断扩大募资管理规模，牵头推动2022宝安湾国际LP高峰论坛以及

香蜜湖国际创投高峰论坛， 旗下OFC+湾加速获批成为国家级众创空间，2022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约

1.20亿元，同比增长30%；公司主要对外投资项目均取得良好业绩增长，为公司夯实运营基础、增强发展

动力、提升利润水平做出了积极有效的贡献。

报告期内，为适应新发展阶段的趋势与态势，更好地凝心聚神、聚焦主业，公司主动申请注销了私募

证券基金管理人登记。 该注销事项，仅意味着公司暂不谋求对外募集资金，而把更多的精力专注于内部

资产的优化配置与效能提升，有利于公司投资业务板块的健康运作。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六日

证券代码：000690� � � � � � � �证券简称：宝新能源 公告编号：2022-021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7

月25日分别以专人、微信、邮件或电话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2、本次会议于2022年8月5日上午9：30在公司会议厅以现场和网络相结合的形式召开。

3、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其中温惠董事因事委托邹孟红董事出席。

4、会议由董事长邹锦开先生主持召开，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全体董事以签字表决的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一）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详见公司同日公告《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二）关于延长公司第六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的议案

根据公司《2015年至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及其配套文件，公司于2020年8月实施了第六期员工持

股计划。 该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为12个月，至2021年8月8日锁定期满；存续期为24个月，至2022年8月8

日存续期满。

根据公司《2015年至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和《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届

满前，由管理委员会提出，经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审议通过后，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可以

延长。

综合考虑市场环境、持有人意愿、公司实际情况等各种因素，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于2022

年8月4日召开2022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第六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的议案》，并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经审慎考虑和研究，公司董事会拟同意延长第六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12个月，在其存续期届满前

择机出售该期员工持股计划股票，并在出售后进行现金清算，余额按照持有人所持份额进行分配，同时

终止第六期员工持股计划。

公司董事会认为，延长第六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会损害持有

人、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根据相关规定，关联董事邹锦开先生、温惠女士、刘沣先生、丁珍珍女士、邹孟红女士应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二年八月六日

证券代码：000690� � � � � � � �证券简称：宝新能源 公告编号：2022-022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7

月25日分别以专人、微信、邮件或电话等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2、本次会议于2022年8月5日上午11：00在公司会议厅现场召开。

3、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

4、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胡迪远先生主持召开。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全体监事以签字表决的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详见公司同日公告《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

式》、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监事会对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进行了认真审核，

现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否决，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六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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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se.com.cn（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网站

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博通股份 600455 交大博通、*ST博通、ST博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蔡启龙 杜黎

电话 029-82693206 029-82693206

办公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火炬路3号楼10层C座 陕西省西安市火炬路3号楼10层C座

电子信箱 caiql@butone.com duli@butone.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779,580,450.06 875,709,778.04 -10.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4,432,553.83 213,747,401.31 5.00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16,012,336.71 113,737,324.99 2.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685,152.52 10,983,901.25 -2.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0,489,265.97 10,831,530.90 -3.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8,089,161.52 -59,434,941.47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771 5.9787 减少1.1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11 0.1759 -2.7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11 0.1759 -2.73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9,730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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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股份数量

西安经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0.60 12,868,062 0 无 0

周宇光 境内自然人 3.98 2,488,000 0 未知

黄凯凯 境内自然人 2.37 1,479,074 0 未知

于亦春 境内自然人 2.14 1,337,000 0 未知

顾春泉 境内自然人 1.73 1,083,522 0 未知

顾萍 境内自然人 1.70 1,060,600 0 未知

戚家伟 境内自然人 1.42 888,800 0 未知

黄永飞 境内自然人 0.93 581,026 0 未知

曾宪莲 境内自然人 0.76 477,000 0 未知

米文博 境内自然人 0.76 475,6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报告期末，本公司全体股东均为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即公司

前十名股东与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相同。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西安经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其他

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黄凯凯、顾春泉、顾萍、黄永飞四名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本公司不知晓除黄凯凯、顾春泉、顾萍、黄永飞四名股东之外

的公司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以及黄凯凯、顾春泉、顾萍、黄永飞

四名股东与公司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本公司无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也无优先股股东。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

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1、西安交通大学移交城市学院出资举办权及城市学院转设事项

西安市人民政府与西安交通大学2020年12月末签订《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转设协

议书》，西安交通大学将所持有的本公司子公司城市学院30%的出资举办权全部移交西安

市人民政府，本公司持有的70%股权保持不变。 西安交通大学同意西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城

市学院由原独立学院转设为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的意见； 转设过渡期内双方共

同履行好办学管理职责，确保学院平稳顺利过渡。

2021年3月26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城市学院转设为

独立设置的民办本科学校的议案》， 综合考虑政策等各种情况以及城市学院自身具体情

况，根据教育部、陕西省教育厅关于独立学院转设的相关文件精神和要求，经各方协商一

致，同意城市学院转设为独立设置的民办本科学校，待完善办学条件、满足转设标准后，再

向教育部上报学院转设申请报告。 公司将与城市学院等各方共同认真学习独立学院转设

工作的相关政策，本着城市学院发展、各方有利的原则，共同推进城市学院的转设工作。 目

前，城市学院的转设工作，正处于陕西省教育厅审核期间。

2、城市学院面临着民办学校选择登记为非营利性或者营利性

城市学院为民办学校，办学性质为民办教育，面临着选择登记为非营利性或者营利性

的民办学校。 2016年11月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决定，本次修改的核心是民

办学校的举办者可以自主选择设立非营利性或者营利性民办学校。2018年2月陕西省政府

发布《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截至目前陕西省

尚未出具体执行的政策文件。

民办学校面临着选择登记为非营利性或者营利性民办学校， 对于城市学院和本公司

的未来发展都有着重要影响，目前从公开信息查询，很少能够查询到高等教育类民办学校

有做出该等选择登记，据了解民办学校大多仍然是在观望和研究。 陕西省是高等教育类民

办学校的大省，据了解对此政策也是很谨慎的，稳定发展是重要因素，截至目前陕西省对

于“民办学校举办者可以自主选择设立非营利性或者营利性民办学校” 还没有出具体执

行的政策文件。 公司将持续关注民办学校选择登记为非营利性或者营利性民办学校的最

新政策，积极与政府、城市学院、其他举办方、审计机构等各方做沟通，按照陕西省后续所

出的最新政策， 慎重考虑城市学院选择何种登记类别后对于本公司和城市学院的综合影

响，待相关政策、内容和事项明确后再做出选择决策，并做好相关风险应对措施，做好提前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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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臣倍健 股票代码 30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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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金银 关艳村

电话 020-28956666 020-28956666

办公地址

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科学大道中99号科汇

金谷三街3号

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科学大道中99号科汇

金谷三街3号

电子信箱 tcbj@by-health.com tcbj@by-health.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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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0,918,971.74 4,197,856,030.41 0.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48,279,574.14 1,371,139,629.45 -23.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069,415,860.46 1,246,198,406.28 -14.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43,326,385.63 732,399,164.64 -53.1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2 0.85 -27.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2 0.84 -26.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05% 17.05% 下降7.00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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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48,421,014.42 12,965,926,741.50 -6.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374,112,941.03 10,493,948,552.08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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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90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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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允超 境内自然人 41.79% 710,611,742 532,958,806 质押 28,46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7.32% 124,485,726 0

孙惠刚 境内自然人 3.26% 55,396,526 0

广发信德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广

州信德厚峡股权

投 资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其他 3.11% 52,802,599 52,802,599

上海中平国瑀资

产 管 理 有 限 公

司－上海中平国

璟并购股权投资

基 金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其他 2.87% 48,740,861 48,740,861

齐鲁中泰私募基

金 管 理 有 限 公

司－齐鲁中泰定

增2号私募股权基

金

其他 1.12% 19,045,801 0

陈宏 境内自然人 1.04% 17,768,000 13,326,000

梁水生 境内自然人 1.01% 17,231,666 12,923,750

交银施罗德品质

增长一年持有期

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94% 16,040,016 0

安本标准投资管

理（亚洲）有限公

司－安本标准－

中国A股股票基

金

境外法人 0.84% 14,306,49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梁允超、梁水生、陈宏、孙惠刚、广发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州信德厚

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中平国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中平国璟

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齐鲁中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齐鲁中

泰定增2号私募股权基金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情况。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情况。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孙惠刚通过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55,396,526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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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面推进各经营单位经营质量的提升，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务实推进各项经营计划，支

持公司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 报告期内，受疫情反复影响，多地采取了较为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对线

下门店动销产生持续影响，公司境内线下业务承压；二季度以来，境内线上渠道经营情况环比改善；境外

LSG实现快速增长。 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2.2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0.5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10.48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3.55%。

主营业务收入中，（1）境内业务方面：①主品牌“汤臣倍健” 实现收入23.61亿元，同比下降7.91%；

关节护理品牌“健力多”实现收入7.33亿元，同比下降13.83%；“Life-Space” 国内产品实现收入1.77亿

元，同比增长49.69%。 ②分渠道来看，线下渠道收入约占境内收入的69.91%，同比下降6.97%；线上渠道

收入同比增长1.48%。

（2） 境外业务方面：LSG实现营业收入3.77亿元， 同比增长23.79%（按澳元口径：LSG营业收入为

0.81亿澳元，同比增长3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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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继电气 股票代码 00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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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桂龙 王志远

办公地址 河南省许昌市许继大道1298号 河南省许昌市许继大道1298号

电话 0374-3213660 0374-3219536

电子信箱 xjdqzqb@163.com xjdqzqb@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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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9,583,494.94 4,954,453,652.36 23.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54,495,957.82 429,445,014.42 5.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437,798,684.35 410,297,507.91 6.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49,916,326.92 -45,908,267.07 -444.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507 0.4259 5.8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507 0.4259 5.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1% 4.84% 下降0.13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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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62,089,631.55 17,668,247,679.41 -0.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782,695,885.31 9,420,658,965.36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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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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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继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38.31% 386,286,454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67% 26,958,561

前海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

公司－分红

保险产品华

泰组合

其他 1.61% 16,199,966

前海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

公司－自有

资金

其他 0.99% 9,953,900

前海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

公司－分红

保险产品

其他 0.79% 8,009,970

南方基金－

农业银行－

南方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74% 7,447,900

中欧基金－

农业银行－

中欧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70% 7,080,700

博时基金－

农业银行－

博时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69% 7,004,746

大成基金－

农业银行－

大成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67% 6,720,169

工银瑞信基

金－农业银

行－工银瑞

信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66% 6,674,79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前10名股东中，许继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除上述情况外，本公司未知

其他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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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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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继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2019

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

一期）

19许继01 149004.SZ

2019年12月03

日

2024年12月03

日

50,000 3.82%

许继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2020

年度第一期中

期票据

20许继电气

MTN001

102000409.IB

2020年03月17

日

2023年03月19

日

30,000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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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8% 42.51%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56.06 48.12

三、重要事项

2022年3月30日，公司披露《关于控股股东股权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2-04），公司控股股东许继集团有限公司整体划转至中国电气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公

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中国电气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成为公司的间接控股

股东。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6日

证券代码：000400� �证券简称：许继电气 公告编号：2022-26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三十三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八届三十三次董事会会议于2022年7月

22日以电话和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在保障董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于2022年8月4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应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http://www.cninfo.com.cn），公

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上。

2.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的风

险持续评估报告》；

公司《关于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

3.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债务融资工具2022年半年度报

告》。

公司 《债务融资工具2022年半年度报告》 刊登于上海清算所 (http://www.

shclearing.com)、中国货币网（http://www.chinamoney.com.cn）上。

三、备查文件

1.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八届三十三次董事会决议；

2.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方资金占用及对外担保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6日

证券代码：000400� �证券简称：许继电气 公告编号：2022-27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十五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八届十五次监事会会议于2022年7月22

日以电话和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在保障监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于2022年8月4日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的监事5人，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5人，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

及其摘要；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2022年上半年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公

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上。

2.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公司《债务融资工具2022年

半年度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债务融资工具2022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和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2022年上半年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 《债务融资工具2022年半年度报告》 刊登于上海清算所 (http://www.

shclearing.com)、中国货币网（http://www.chinamoney.com.cn）上。

三、备查文件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八届十五次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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