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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15                             证券简称：海康威视                     公告编号：临 2022 - 047 号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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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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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用）：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

利，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海康威视 股票代码 002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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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方红  

办公地址 杭州市滨江区物联网街 518 号  

电话 0571-88075998、0571-89710492  

电子信箱 hikvision@hikvis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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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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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57,516,590.62 33,902,098,368.10 9.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759,254,775.26 6,481,424,653.39 -11.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645,859,017.51 6,221,476,627.98 -9.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158,492,209.08 1,962,853,772.15 -209.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08 0.695 -12.5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08 0.695 -12.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81% 11.62%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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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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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894,333,859.54  103,864,543,195.18 0.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2,013,808,608.79  63,460,886,665.26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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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28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持股 5%以上的普通股股东或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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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状态 数量 

中电海康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6.08% 3,403,879,509  0  质押 50,000,000  

龚虹嘉 境外自然人 10.20% 962,504,814  0  质押 119,220,000  

新疆威讯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78% 450,795,176  0  质押 28,300,000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高毅邻山 1 号远望基金 
其他 4.22% 398,000,000  0  - - 

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6% 232,307,903  0  - - 

新疆普康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3% 182,510,174  0  质押 112,533,000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二研

究所 
国有法人 1.92% 180,775,044  0  - - 

胡扬忠 境内自然人 1.65% 155,246,477  116,434,858  - -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69% 64,700,691  0  - -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50% 46,786,112  0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中电海康集团有限公司、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二研

究所同受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制；公司境外自然人股东龚虹嘉先生与新疆普康

投资有限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陈春梅女士为夫妻关系；公司境内自然人股东胡扬忠先

生同时持有新疆威讯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和新疆普康投资有限合伙企业股份。 

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其他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注：股东新疆威讯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新疆普康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已于 2022 年 7 月变更名称为杭州威讯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杭州璞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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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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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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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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稳步推进分拆萤石网络至上交所科创板上市事宜。2022 年 6 月 6 日，根据上交所

发布的《科创板上市委 2022 年第 46 次审议会议结果公告》，审议结果为：杭州萤石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首

发）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萤石网络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获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委员会审核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7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所属子公司杭州萤石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申请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8 号）。上述分拆事项

须待（包括但不限于）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注册程序后，方可实施。 

2、2021 年 12 月 30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经营层启动分拆子

公司杭州海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境内上市前期筹备工作的议案》，同意授权公司经营层启动分拆杭州海

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至境内上市的前期筹备工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刊载于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授权公司经营层启动分拆子公司杭州海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境内

上市前期筹备工作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74号）。2022年 6月 10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所属子公司杭州海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议案》《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杭州海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

司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预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子公司海康机器人在完成股份制改制后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1日刊载于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杭州海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至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的预案》。2022 年 7月 20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2022 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控股子公司杭州海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2022 年 7 月 21 日，

海康机器人整体变更设立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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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宗年        

                        二〇二二年八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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