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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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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否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路股份 600818 永久股份 

B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路B股 900915 永久B股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袁志坚 胡思源、方欣 

电话 021-52860258 021-52860258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花木路832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花木路832号 

电子信箱 600618@zhonglu.com.cn 600618@zhonglu.co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885,290,815.38 916,970,347.24 -3.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75,456,484.24 568,514,841.36 1.22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1-6月） 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125,628.38 -13,530,416.36 不适用 

营业收入 331,165,400.50 296,621,912.76 11.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830,099.74 -28,951,605.69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340,412.64 -28,629,431.69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7 -4.61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9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9 不适用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2,88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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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上海中路（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9.88 128,180,734  
质押 85,660,734 

冻结 1,900,000 

张源 境内自然人 3.08 9,905,046  未知  

李天虹 境内自然人 1.58 5,082,300  未知  

HAITONG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COMPANY LIMITED-ACCOUNT CLIENT 
境外法人 0.77 2,470,444  未知  

周海虹 境内自然人 0.73 2,350,000  未知  

杨伟 境内自然人 0.67 2,160,700  未知  

SHENWAN HONGYUAN NOMINEES (H.K.) LIMITED 境外法人 0.57 1,818,978  未知  

敖勇冰 境内自然人 0.53 1,716,036  未知  

韩冬 境内自然人 0.50 1,602,600  未知  

卢倩 境内自然人 0.44 1,430,00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以上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 年上半年，公司按照董事会制定的经营计划开展各项工作,受疫情爆发的影响，公司积

极应对市场，有效降低运营风险。在确保员工安全、健康的前提下，积极、有序恢复公司各项生

产经营活动。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3,116 万元，同比增长 11.65%，其中自行车业务的收

入为 11,717 万元，同比增长 15.22%；童车业务的收入为 13,725 万元，同比增长 87.6%，由于新冠

病毒疫情导致学校停课,促进了少年儿童的体育娱乐需求，因此童车业务收入有所提高；电动自行

车业务收入为 1,942 万元，同比减少 69.77%，根据新国标要求，高端款电动自行车的销售需具有

电动摩托车销售资质，此政策对公司部分高端款电动自行车上半年的销售产生一定影响，目前公

司已于今年 7 月下旬获得该资质。公共自行车租赁业务收入为 1,467 万元，同比减少 23.47%。 

1、2019 年 12 月 30 日，公司九届二十二次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以 6.5 亿元的整体估值

出让所持有的英内物联部分股权的议案，其中，以人民币 6,500 万元向金浦国调协议出让所持有

的 10%股权；以人民币 1,979.45 万元向澍临商务协议出让所持有的 3.05%股权，报告期内公司已

收到全部转让款。此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的英内物联股权比例为 15%。（详情请见公司 2020

年 1 月 2 日披露的《中路股份有限公司九届二十二次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编号：

2020-001）、2020 年 1 月 18 日披露的《中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出售资产事宜

问询函的回复公告》（编号：2020-014）、2020 年 2 月 18 日披露的《中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

上海英内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编号：2020-017） 

2、为进一步促进公司健康稳定发展，为公司全体股东创造收益，适度进行多元化发展，公司全资

子公司中路实业投资 5,000 万元设立莱迪科斯，用于专门从事靹米皮的生产加工、销售等。完成

工商登记注册出资后，同安招商出资人民币 5,000 万元认购莱迪科斯 1,250 万元注册资本，增资

完成后莱迪科斯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250 万元，其中中路实业的持股比例为 80%，同安招商持

股 20%。2020 年 1 月 2 日经安庆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通过工商变更登记，预计

今年 9 月份可竣工进行试生产。（详情请见公司 2019 年 12 月 21 日披露的《中路股份有限公司九

届二十一次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编号：2019-043）、2020 年 1 月 4 日披露的《中路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设立莱迪科斯（安庆）靹米皮有限公司的进展公告》（编号：2020-007）） 

3、报告期内，为了继续推进高空风能发电站绩溪项目的建设， 2020 年 4 月 16 日，公司九届二

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有关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续建高空风能发电站绩溪项目等一揽子决

议。2020 年 5 月 8 日，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有关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续建高空风能

发电站绩溪项目的相关议案。目前，公司正在接受中介机构的尽职调查、积极准备向中国证监会

申报的材料（详情请见公司 2019 年 4 月 16 日披露的《中路股份有限公司九届十三次董事会（临

时会议）决议公告》（编号：2019-013） 、2020 年 4 月 18 日披露的《中路股份有限公司九届二

十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编号：2020-020）、2020 年 5 月 9 日披露的《中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年度（第四十三次）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4、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中路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在报告期内继续积极推动本公司及全资

子公司就南六公路区域地块开发进行的前期筹划工作，继续积极寻找潜在合作方，未来规划将其

打造成集生活、购物、工作、娱乐、文化艺术与一体的大规模、多功能综合文化旅游服务产业区。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