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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95                         证券简称：天地在线                         公告编号：2022-065 

北京全时天地在线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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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在线 股票代码 002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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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旭 刘立娟 

办公地址 
北京市通州区商通大道 5号院（紫光

科技园）21号楼 

北京市通州区商通大道 5号院（紫光

科技园）21号楼 

电话 010-65721713 010-65721713 

电子信箱 investors@372163.com investors@372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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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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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减 

营业收入（元） 1,662,796,919.38 2,152,704,550.05 -22.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316,108.74 42,022,448.97 -126.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12,336,032.02 36,344,278.17 -133.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6,879,843.26 -134,456,507.91 13.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93 0.3315 -126.9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93 0.3315 -126.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8% 3.98% -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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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4,747,748.89 1,662,828,819.83 -11.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26,484,216.90 1,060,785,132.12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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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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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意安 
境内自然

人 
32.46% 41,521,252 41,521,252   

陈洪霞 
境内自然

人 
15.96% 20,419,007 20,419,007   

北京一鸣

天地投资

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14% 5,292,195 5,292,195   

汇智易德

咸宁股权

投资合伙

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78% 4,831,804 0   

赵建光 
境内自然

人 
3.62% 4,624,300 0   

北京一飞

天地投资

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38% 1,764,064 1,764,064   

张贡博 
境内自然

人 
0.99% 1,268,680 0   

北京建元

博一投资

管理合伙

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75% 954,520 0   

唐占伟 
境内自然

人 
0.59% 760,840 0   

张仟 境内自然 0.37% 469,42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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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信意安与陈洪霞签订《一致行动协议》，双方一致行动的期限为自《一

致行动协议》签订之日起至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信意安担任一飞投资和一鸣投资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赵建光直接或通过其控股的建元天华担任建元博一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委

派代表，参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认定赵建光与建元博一互为一致行动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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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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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 

1、公司于 2021年 7 月 16日召开公第二届董事会第第二十一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3

日召开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等议案，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亿元。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 2021 年 7月 17 日、2021 年 8 月 4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2、2021 年 9 月 2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

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212569）。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年 9 月 29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

关公告。 

3、2021 年 10月 19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

书》，2021 年 11 月 15日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www.cninfo.com.cn
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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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1 月 16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4、2022-02-11 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告知函的回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年 2 月 11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5、2022 年 4 月 1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公司 2021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撤回

相关申请文件。公司已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

（[2022]64 号）。 

（二）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工作 

2022年 1 月 2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出产生了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2022 年 1

月 11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及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

换届选举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2022年 1 月 28 日，公司召开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相关议案。 

 

 

 

北京全时天地在线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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