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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99                             证券简称：环球印务                        公告编号：2022-030 

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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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印务 股票代码 002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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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蔚 屈颖君 

办公地址 西安市高新区科技一路 32 号 西安市高新区科技一路 32 号 

电话 029-68712188 029-68712188 

电子信箱 security@globalprinting.cn security@globalprinti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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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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7,846,668.70 1,625,130,768.07 -17.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0,213,794.07 77,818,940.60 -22.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55,185,384.50 71,369,960.40 -22.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5,540,255.46 966,233.16 3,578.2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 0.31 -22.5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 0.31 -22.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64% 11.02%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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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0,462,739.97 1,637,617,535.07 6.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18,611,335.74 758,397,541.67 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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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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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医药控股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6.25% 116,550,000    

香港原石国际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6.15% 40,704,440    

刘彬 境内自然人 1.16% 2,925,400    

吴从文 境内自然人 0.56% 1,400,000    

徐天平 境内自然人 0.37% 937,972    

陈洛颖 境内自然人 0.34% 856,800    

王辰杰 境内自然人 0.33% 837,480    

吴从柱 境内自然人 0.32% 796,700    

冯玉霞 境内自然人 0.31% 791,200    

冯建军 境内自然人 0.28% 715,33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获知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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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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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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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环球印务扩产暨绿色包装智能制造工业园项目 

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6 日与陕西省西咸新区空港新城管理委员会签订投资协议，公司将在西咸新

区空港新城区域内，建设环球印务扩产暨绿色包装智能制造工业园项目，项目建设内容为初级医药包装

生产中心、次级医药包装生产中心、科技研发中心以及办公生活配套等。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9 日披露的《关于与陕西省西咸新区空港新城管理委员会签订投资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14）。2021 年 5 月，凌峰环球通过“招拍挂”方式取得陕西省西咸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挂牌

的“XXKG-BD04-46 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与陕西省西咸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就该土地使用

权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详情请见《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暨投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36）。2022 年 1 月，凌峰环球取得了由陕西省西咸新区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办法的《不动产权证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年 1月 27日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

司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暨投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02）。报告期内，凌峰环球与中国建筑第

四工程局有限公司签署了《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详见公司 2022年 4月 20日披露的《关于全资

子公司签署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8）。上半年已完成项目的 EPC总包

的招标、初设审批、能评、稳评等行政手续。目前，公司扩产暨绿色包装智能制造项目 EPC总承包单位

已进场。 

2、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事项 

2021 年 6 月 8 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

的议案》，公司拟向的不超过 35 名特定对象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发行不超过 68,040,000 股（含本

数），不超过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27%，最终发行数量上限以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的要求为准。详情请

见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9 日披露的《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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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2021-041）。2021 年 11 月 22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获中国证监会受理，详

见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23 日披露的《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73），2022 年 3 月 2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西安环球印务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397 号），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4）。目前，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事项逐项工作正常进行中，将择机发行。 

3、修订公司章程 

2022 年 4 月 28 日、5 月 20 日，分别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规范公司运作，根据《证券法》、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2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最新规定，结合

公司落实董事会职权的需求，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予以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1）及《公司章程》（2022年 4月）。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与陕西省西咸新区空港新城管理委员会签订

投资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暨投资进展公告》 

《关于全资子公司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暨投资的进展

公告》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的

公告》 

2021年 03月 29日 

 

2021年 05月 07日 

 

2022年 01月 27日 

 

2022年 04月 20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 》 及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公

告编号： 2021-014、 2021-

036、2022-002、2022-008） 

《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 

《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

告》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

准批复的公告》 

2021年 06月 09日 

2021年 09月 11日 

 

2021年 11月 23日 

 

2022年 03月 03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 》 及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公

告编号： 2021-073、 2022-

004）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公司章程 (2022年 4月)》 

2022年 04月 29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 》 及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公

告编号：2022-021） 

  

 

 

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李移岭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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