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300020                     证券简称：银江技术                    公告编号：2022-055 

银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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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江技术 股票代码 30002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银江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花少富 吴孟立 

电话 0571-89716117 0571-89716117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银湖街道九龙大

道中国智谷富春园区 A1幢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银湖街道九龙大

道中国智谷富春园区 A1幢 

电子信箱 enjoyor@enjoyor.net enjoyor@enjoyo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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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8,778,365.93 1,090,024,803.53 -14.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0,019,320.39 94,184,732.67 -25.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71,646,285.33 81,439,603.44 -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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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73,372.89 -388,425,094.25 100.2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4 -21.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4 -21.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1% 2.70% -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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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68,141,905.85 6,589,119,675.96 -1.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501,579,032.58 3,450,812,699.29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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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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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江科

技集团

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2.49% 81,883,007 0 

质押 81,500,000 

冻结 4,500,000 

浙江浙

商证券

资产管

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4.24% 27,813,840 27,813,840   

陈文生 
境内自

然人 
3.53% 23,172,664 0   

张明华 
境内自

然人 
0.62% 4,063,101 0   

高华－

汇丰－

GOLDMAN

, SACHS 

& 

CO.LLC 

境外法

人 
0.53% 3,488,007 0   

王际勇 
境内自

然人 
0.53% 3,445,668 0   

徐刚 
境内自

然人 
0.49% 3,235,000 0   

李昀 
境内自

然人 
0.43% 2,800,000 0   

陈福元 
境内自

然人 
0.34% 2,243,400 0   

钱小鸿 
境内自

然人 
0.28% 1,849,56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名股东中，银江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刘健是实际控制人王辉的夫

人；钱小鸿是控股股东银江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除此之外，公司其他前 10名股东之间，未

知是否存在关联，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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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名普通股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在公司上述股东中，银江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陈文生、张明华、王际勇、徐刚、李昀、陈福元、

吴克平是融资融券投资者信用账户股东。公司股东银江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

有 81,511,368股外，还通过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71,639股，

实际合计持有 81,883,007股；公司股东陈文生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8,214,000股外，还通过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4,958,664股，实际合计持有

23,172,664股；公司股东张明华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200股，还通过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060,901股，实际合计持有 4,063,101股；公司股东上海子午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子午涵瑞 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股，仅通过国泰君

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558,104股，实际合计持有 4,558,104股;

公司股东王际勇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540,500股外，还通过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905,168股，实际合计持有 3,445,668股;公司股东徐刚除通过普通证券

账户持有 1,400,000股外，还通过中银国际证券账户持有 1,835,000股，实际合计持有

3,235,000股；公司股东李昀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股，仅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800,000股，实际合计持有 2,800,000股;公司股东陈福元通过普

通证券账户持有 0股，仅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243,4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243,400股；公司股东吴克平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260,279外，还通过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账户持有 435,719股，实际合计持有

1,695,9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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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进展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1年 11月 2日、2021年 11月 19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银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银江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并于 2022 年 1 月 4 日发布关于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

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4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1）；2021 年 12 月 13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202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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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注销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2021 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二）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4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终止非公开

发行股票事项的议案》；公司分别于 2022年 4月 14日、2022年 5月 6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2021年度

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

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含 10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城市大脑”整体解决方案研发升级、建

设、推广和服务项目；交通 AI综合治理及一体化运营、推广和服务项目；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慧医院平台项目；补充流

动资金项目。 

 

 

 

 

银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腾 

2022年 8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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