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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31            证券简称：皖通科技             公告编号：2022-052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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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皖通科技 股票代码 00233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骞予 杨敬梅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皖水路 589 号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皖水路 589 号 

电话 0551-62969206 0551-62969206 

电子信箱 zhangqianyu@wantong-tech.net yangjingmei@wantong-tech.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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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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695,696.72 361,227,627.39 -9.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1,939,197.37 6,444,063.25 -1,371.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90,352,735.75 3,287,507.17 -2,848.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7,809,475.49 -250,106,394.91 76.8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97 0.0156 -1,380.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97 0.0156 -1,380.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0% 0.33%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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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9,222,687.79 2,785,711,884.88 -9.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79,146,510.12 1,861,085,707.49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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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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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景源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97% 81,927,654 0   

南方银谷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34% 34,212,997 0 质押 14,034,128 

福建广聚信息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97% 20,398,816 0   

易增辉 境内自然人 3.50% 14,343,958 14,343,958 冻结 14,343,958 

福建省未然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未然 20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3.11% 12,741,880 0   

刘含 境内自然人 2.77% 11,348,382 0   

梁山 境内自然人 1.84% 7,561,052 0   

王亚东 境内自然人 1.62% 6,649,457 0   

林木顺 境内自然人 1.55% 6,375,092 6,375,092 质押 6,375,092 

王晟 境内自然人 1.22% 5,0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以上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南方银谷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股份

14,846,241 股。 

2、福建省未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未然 20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股份 12,741,88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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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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景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变更日期 2022 年 02 月 28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http://www.cninfo.com.cn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2 年 03 月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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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涛 

变更日期 2022 年 02 月 28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http://www.cninfo.com.cn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2 年 03 月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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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2020 年财务报告非标审计意见及赛英科技业绩承诺完成事项 

2021 年 4 月 27 日，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0 年财务报告出具

了非标准意见审计报告，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出具了相关说明或意见。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发布的相关公告。2022 年 3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

专项说明》，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影响已经消除，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事项出具了

相关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3月 15日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2 年 6 月 30 日，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亚太（集

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成都赛英科技有限公司 2017-2019 年度业绩完成

情况的审核报告》（亚会核字（2022）第 01520003 号），认为：赛英科技 2017-2019 年

累计业绩完成率为 101.43%。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7月 2日发布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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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子公司注销事项 

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注销控

股子公司陕西皖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公司控股子公司陕西皖通自设立以来未能

实现预期经营目标，基于目前公司整体经营规划及战略布局的调整，为了降低公司管理成

本，进一步整合资源，公司拟注销控股子公司陕西皖通。具体请见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9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控股子公司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111）。目前相关注销流程正在进行中。 

（三）子公司重要行业资质暂停事项 

公司实际控制人于 2022 年 2 月 28 日变更为黄涛先生，现实际控制人黄涛先生拥有境

外永久居留权，根据相关规定，上述情况对公司全资子公司赛英科技的重要行业资质存续

产生影响。赛英科技重要行业资质证书到期后尚未取得新的证书，目前处于暂停状态，后

期存在不确定性，导致主要业务客户与赛英科技合作出现不利变化，对赛英科技生产经营

及财务状况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赛英科技相关资质审查解决程序较为复杂，且需时间较

长，公司董事会已初步提出解决方案。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在整改期限内尽快确定具体解

决方案并落地实施。鉴于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

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子公司逾期未收回对外借款事项 

公司逾期未收回的款项为赛英科技于 2021 年 6 月 29 日向西安启征提供的借款 1,000

万元。赛英科技已于 2021 年 12 月 1 日向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西安市长

安区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12 月 15 日受理赛英科技与西安启征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赛英科

技一直与西安启征保持沟通，西安启征承诺 2022 年 6 月 20 日至 6 月 26 日归还部分借款。

截至目前，赛英科技尚未收到任何还款。 

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7 日收到法院传票，该案件将于 2022 年 8 月 29 日在开庭审理。

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情况。 

（五）安康大数据产业园项目相关事项 

截至目前，华东电子支付给安康启云的 2,600 万元，安康启云尚欠华东电子履约保证

金 2,500 万元未退还；华东电子支付给江苏南搪的预付款 3,000 万元，华东电子尚未收到

相关还款。华东电子已对上述两公司提起诉讼，同时已申请财产保全，法院已对相关财产

进行查封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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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26 日分别收到法院传票，上述两案件定于 2022 年 8 月 5 日开庭

审理。截至目前，华东电子诉安康启云案件已开庭审理暂未收到相关判决；华东电子诉江

苏南搪案件，江苏南搪已提出管辖权异议，管辖权异议流程结束后将另行安排开庭。公司

将积极持续与律师沟通后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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