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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13                证券简称：路畅科技                公告编号：2022-057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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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畅科技 股票代码 002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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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柳 赵进萍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海天一路 11号 5栋 C 座

9 楼 

深圳市南山区海天一路 11号 5栋 C 座

9 楼 

电话 0755-26728166 0755-26728166 

电子信箱 liliu@roadrover.cn zhaojinping@roadrov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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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427,265.19 177,153,847.63 -12.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718,559.54 3,754,667.67 -27.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159,303.33 1,869,218.88 -9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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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27,462.69 43,349,495.03 -104.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27 0.0313 -27.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27 0.0313 -27.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0% 0.98%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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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000,701.28 589,319,951.27 -4.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90,852,590.31 387,581,527.72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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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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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联重科

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3.82% 64,584,000.00 0   

郭秀梅 
境内自然

人 
12.00% 14,404,440.00 0   

芜湖弘唯

基石投资

基金管理

合伙 

企业（有

限合伙）

－弘唯基

石华盈 6

号私募投 

资基金 

其他 4.72% 5,669,341.00 0   

张宗涛 
境内自然

人 
1.20% 1,438,910.00 1,438,910.00   

彭届 
境内自然

人 
0.42% 500,000.00 0   

彭楠 
境内自然

人 
0.33% 397,522.00 397,522.00   

朱玉光 
境内自然

人 
0.29% 349,910.00 349,910.00   

MORGAN 

STANLEY 

&CO.INTER

NATIONAL 

PLC. 

境外法人 0.27% 324,500.00 0   

程名望 
境内自然

人 
0.26% 308,000.00 0   

法国兴业

银行 
境外法人 0.24% 283,3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股东中联重科、郭秀梅、张宗涛、彭楠、朱玉光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是一

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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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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日期 2022 年 02 月 23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协议转让股份完成过户登记暨公司控制权变更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08）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2 年 02 月 25 日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 

变更日期 2022 年 02 月 23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协议转让股份完成过户登记暨公司控制权变更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08）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2 年 0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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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2 年 01 月披露了关于公司部分董监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司部分董监高拟以集中竞价或大宗

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并于 2022 年 7 月实施完成。披露网址：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名称：《关于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2-001）、《关于公司部分

董监高减持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公告编号：2022-033）、《关于公司部分董监高减持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

055）； 

2、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郭秀梅女士于 2022 年 02 月 07 日与中联重科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通过协议转

让的方式转让公司股份 35,988,000 股，并放弃其所持有的全部剩余股份 42,999,690 股的表决权，相关协议转让的股份过

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成，过户日期为 2022 年 02 月 23 日，完成过户登记后，中联重科成为公司单一拥有表决权份额最大

的股东，即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由于中联重科无实际控制人，故公司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状态。郭秀梅不再为公司的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02 月 25 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协议转让股份完成过户登记暨公司控制权变更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08）； 

3、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郭秀梅于 2022 年 04 月 06 日在山西证券办理了接触股票质押手续，将其质押在山西证券的

3800 万股股票解除质押。郭秀梅与龙成集团于 2022 年 04 月 07 日签署了股票收益权回购的合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郭秀梅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42,999,69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5.83%，均不存在股份质押情况，郭秀梅所持有路畅科技股

票的收益权全部归属于其本人所有。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04 月 08 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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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股票收益权回购暨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2-014）。 

4、公司大股东中联重科于 2022 年 03 月 31 日向除中联重科以外的其他全体股东发出的部分要约收购，要约收购期

限共计 30 个自然日，即 2022年 3 月 31 日-2022 年 4 月 29日，预定要约收购股份数量为 28,596,000 股，占路畅科技总

股本的 23.83%，要约收购的价格为 21.67 元/股。截至 2022年 4 月 29 日，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最终收购预受要约

的股份数为 28,596,000 股。2022 年 5 月 9 日，本次要约收购涉及股份的清算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收购人中联重科合

计持有公司 64,584,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3.82%，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03 月 30

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 《关于披露要约收购报告书

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12）、《要约收购报告书》以及于 2022年 05 月 11 日披露的《要约收购公司股份完

成过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7）。 

5、公司于 2022 年 5 月修改了公司章程，并于 2022年 7 月，完成了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董事长、董事、监事

会主席、监事的工商变更，并且完成了公司章程备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年 05 月 17 日、2022 年 07 月 13

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44） 、《关于公司及分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4）。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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