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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221                                       证券简称：光庭信息                                    公告编号：2022-070 

 

武汉光庭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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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光庭信息 股票代码 30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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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敦禹 宋宗磊 

电话 027-59906736 027-59906736 

办公地址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港边田一
路 6 号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港边田一路
6 号 

电子信箱 zhu.dunyu@kotei.com.cn f3-ipo@kote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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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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06,897.78 168,583,878.52 16.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586,528.94 24,318,751.55 -81.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元） 
-1,695,304.28 22,152,393.96 -107.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8,101,278.52 2,441,724.25 -2,069.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35 -85.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35 -85.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3% 5.43% 减少 5.20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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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8,127,222.37 2,153,532,079.00 0.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04,358,920.71 1,979,496,230.01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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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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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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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敦尧 境内自然人 42.01% 38,906,995 38,906,995   

上汽（常州）创新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16% 6,635,000 6,635,000   

武汉励元齐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50% 6,016,670 6,016,670   

坚木（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坚木

坚贯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其他 4.88% 4,523,000 4,523,000   

武汉鼎立恒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49% 3,233,335 3,233,335   

吉林省国家汽车电子产业创业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3.28% 3,040,300 3,040,300   

广州中海达卫星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54% 2,353,000 2,35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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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霖 境内自然人 2.50% 2,315,000 2,315,000   

华安财保资管－浦发银行－华安财保资管安

源 10 号集合资产管理产品 
其他 0.72% 668,865 0   

国金证券－招商银行－国金证券光庭信息员

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66% 612,390 612,39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朱敦尧先生与股东朱敦禹为兄

弟关系，同时朱敦尧先生为武汉励元齐心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和武汉鼎立恒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报告期内，除上述情况之外，公

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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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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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重要事项 

（一）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 

1、报告期内，2022 年 1 月 4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提名朱敦尧先生、吴珩先

生、欧阳业恒先生、王军德先生、李森林先生、葛坤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

汤湘希先生、蔡忠亮先生、王宇宁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提名蔡幼波先生和刘大安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同日，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孙凯先生为职工代表监事。 

2、2022 年 1 月 25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工作。 

第三届董事会成员共 9名，其中，非独立董事 6名，分别为朱敦尧先生、王军德先生、吴珩先生、

欧阳业恒先生、李森林先生及葛坤先生；独立董事 3名，分别为蔡忠亮先生、汤湘希先生及王宇宁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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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监事会成员共 3名，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蔡幼波先生、刘大安先生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

职工代表监事孙凯先生组建。 

3、2022 年 1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敦尧先生为董事长，选举产生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并聘任王军德先生、李森林先生、朱敦禹先生及葛坤先生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蔡幼波先生为监事会主席。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1、2022 年 3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武汉光庭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实施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本次激励计划采用的激励工具为第二类限制

性股票，拟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量为 296万股，授予价格为 35.98元/股。 

公司对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时限

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组织或个人对本次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2、2022 年 4 月 6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公司实施本次激励计划，董事

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条件成就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

需的全部事宜。 

3、2022 年 4 月 6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同意公司调

整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并以 2022年 4月 6日为首次授

予日，向 246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259.70万股，授予价格为 35.98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使

用和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4 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效期

限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以上资金额度可循环使用。 

报告期内，公司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最高额为 10.64 亿元，报告期末，公司未到期现金管理

余额为 88,632.91万元。 

2、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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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1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6个月，到期后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根据公司资金使用安排，报告期内，公司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7,560 万元，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已于 2022 年 5 月 7 日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用存储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 6个月，同时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

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公司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已全部归还完毕。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1 月 6 日、2022 年 5 月 9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8）、《关于提

前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公告变化：2022-054）。 

3、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报告期内，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20,000 万元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占超募资金总额的 18.33%，符合公司最近 12 个月内累计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金

额不超过超募资金总额的 30%的有关规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5 月 12 日、 2022 年 5 月 28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59）、《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62）。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将 20,000 万元超募资金划拨至公司基本户中，该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已完成。 

（四）对外投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受让山东光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46%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拟以 0 元受让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朱敦尧先生持有的山东光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300 万元出资额即 46%股权，武汉光昱明晟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系山东光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受让实控人持有的山东光昱股权事宜的工商变更登记已办理完毕。公司持有山

东光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46%股权，间接持有武汉光昱明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46%的股权，公司及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履行完毕了避免同业竞争的相关承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五）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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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经董事会和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截至 2021年 12 月 31日的公

司总股本为 92,622,3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4.00 元（含税），以此计

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37,048,920 元（含税）。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

股。利润分配预案发布后至实施前，公司股本如发生变动，将按照“现金分红比例固定不变”的原则，

即保持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4.00 元（含税）不变，相应调整利润分配总额。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 5月 3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 6月 1日。截至报告期末，

本次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成。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六）子公司吸收合并事项 

2022 年 03 月 09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之间吸

收合并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光庭信息技术株式会社拟吸收合并公司全资子公司名古屋光庭信息有

限公司。吸收合并完成后，名古屋光庭的独立法人资格将被注销，其全部资产、债权债务、业务及其他

一切权利和义务等由东京光庭承继。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东京光庭已完成了对名古屋光庭的吸收合并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七）分公司改制为全资子公司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分公司改制为全资子公司的议

案》，同意以自有资金新设全资子公司南京光庭，并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新公司设立后，将承继

南京分公司的资产、业务及人员等，南京分公司将予以注销。报告期内，南京光庭已于 6 月 22 日完成

工商设立登记。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公 司 于 2022 年 4 月 6 日 、 2022 年 6 月 24 日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将分公司改制为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58）和《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设立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5）。 

（八）设立分公司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分公司的议案》，同意

公司设立武汉光庭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和武汉光庭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并

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上述分公司的设立登记事宜。 

截至报告期末，上述分公司设立工作正在推进中。后续如有相关进展，公司将及时披露相关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4月 22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

于设立分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3）。 

file:///D:/è½¯ä»¶ä¸�è½½/å®�æ��æ�¥å��å�¶ä½�ç³»ç»�ï¼�æµ�è¯�ï¼�/resources/app/www.cninfo.com.cn
file:///D:/è½¯ä»¶ä¸�è½½/å®�æ��æ�¥å��å�¶ä½�ç³»ç»�ï¼�æµ�è¯�ï¼�/resources/ap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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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其他事项 

1、报告期内，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2022 年 2 月，公司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及《武汉光庭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备案手

续，取得了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因业务规模扩大和经营发展需要，公司已在本报告期内搬迁至新办公地址。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2年 3月 16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办公地址变更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23）。 

3、报告期内，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续聘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公司拟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按照公司 2021 年度具体审计工作

量及市场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与大信确定合理的审计费用。 

截至报告期末，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完成了公司 2021 年度审计事项，并出具了相

关的审计报告等。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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