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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215                         证券简称：中汽股份                          公告编号：2022-027 

中汽研汽车试验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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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汽股份 股票代码 30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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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秀国 张子鹏 

电话 0515-69860935 0515-69860935 

办公地址 盐城市大丰区大丰港经济区 盐城市大丰区大丰港经济区 

电子信箱 dsh-office@catarc.ac.cn dsh-office@catarc.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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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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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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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119,367.60 137,756,673.61 3.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8,073,332.96 49,887,298.90 16.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46,406,276.89 46,057,475.47 0.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242,014.02 222,941,751.34 -94.0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4% 3.67% -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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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5,030,066.25 1,995,691,959.55 53.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42,327,757.67 1,428,577,823.81 8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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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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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汽

车技术

研究中

心有限

公司 

国有法

人 
41.97% 555,000,000 555,000,000   

江苏悦

达集团

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29.25% 386,800,000 386,800,000 质押 91,000,000 

江苏大

丰海港

控股集

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

人 
3.78% 50,000,000 50,000,000   

中电科

投资控

股有限

公司 

国有法

人 
2.19% 28,947,368 28,947,368   

重庆长

安汽车

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97% 26,052,631 26,052,631   

廖国礼 
境内自

然人 
0.11% 1,500,000    

阎宝国 境内自 0.11% 1,46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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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人 

王颖娟 
境内自

然人 
0.10% 1,323,900    

王新坤 
境内自

然人 
0.10% 1,302,721    

刘永蜀 
境内自

然人 
0.10% 1,257,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江苏悦达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大丰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

电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除上述股东以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股东阎宝国通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428,800 股，普通账户

持有 40,000 股，合计持有 1,468,800 股。 

股东王新坤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302,721 股，普通账户

持有 0 股，合计持有 1,302,721 股。 

股东刘永蜀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257,900 股，普通账户

持有 0 股，合计持有 1,257,900 股。 

股东于俊峰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178,500 股，普通账户

持有 0 股，合计持有 1,178,500 股。 

股东张宇扬通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98,200 股，普通账户持

有 0 股，合计持有 698,200 股。 

股东严惠中通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66,600 股，普通账户持

有 394,000 股，合计持有 66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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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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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事项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2020年 11月 20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汽研汽车试验场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有关

的议案，并将该等议案提交公司 2020年第四次股东大会审议。 

2020年 11月 20日，经全体股东一致书面同意豁免通知期限，公司召开 2020年第四次股东大会。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3名，代表股份 991,8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该会议以逐项表

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公司董事会提交的《关于中汽研汽车试验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股）股票并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有关 的议案，授权董事会办理与本次发

行有关的全部事宜。 据此，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 2020年第四次股东大会已按照必要的程序、

合法有效地作出了批准公司本次发行的决议，上述决议的内容合法、有效；公司审议本次发行议案的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有关本次发行事宜的 授权程序合法，授权范围明确具体，合法、有效。 

2021年 7月 22日，深交所发布《创业板上市委 2021年第 41次审议会议结果公告》，经创业板上

市委员会 2021年第 41次会议审议，公司（首发）符合发行 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2022年 1月 11日，中国证监会下发《关于同意中汽研汽车试验场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51 号），同意本次发行的注册申请。 

2022年 3月 8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票 330,600,000.00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本次发行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元，发行价格 3.8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256,28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不含增值税）70,270,746.27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186,009,253.73元。上述募集资金于 2022年 3月 2日全部到账，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22年 3月 2日出具天职业字[2022]8441号《验资报告》。公司已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要求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并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开立银行签署了相应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 

（二）公司续聘 2022 年度审计机构 

经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续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

2022 年度外部审计机构，服务内容包括年度财务审计、内部控制审计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专项鉴证、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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