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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92                         证券简称：华凯易佰                      公告编号：2022-093 

 

华凯易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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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凯易佰 股票代码 30059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华凯创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安祺 欧阳婵 

电话 0731-85137600 0731-85137600 

办公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滨江路 53号楷林国际 C

座 2002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滨江路 53号楷林国

际 C 座 2002 

电子信箱 wanganqi@huakai.net ouyangchan@huaka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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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271,848.48 77,034,597.40 2,45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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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3,671,961.66 -22,134,425.22 478.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78,120,184.21 -21,792,016.76 458.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8,657,506.22 3,258,408.44 1,393.2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1 -0.1809 260.8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1 -0.1809 260.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6% -5.18% 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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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0,702,719.82 2,969,042,298.35 -0.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39,740,679.22 2,087,010,898.75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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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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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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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晔 
境内自然

人 
16.84% 48,710,414 48,710,414   

厦门芒励多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0.35% 29,939,034 29,939,034   

厦门超然迈伦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7.69% 22,223,737 22,223,737   

周新华 
境内自然

人 
6.29% 18,200,627 13,650,470 质押 18,200,627 

南靖易晟辉煌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72% 16,537,486 16,537,486   

湖南神来科技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53% 16,000,000 0 质押 16,000,000 

江苏中韩晨晖朗姿

股权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27% 9,450,001 9,450,001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

繸子马利亚股权投

资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34% 6,765,396 6,765,396   

何海波 
境内自然

人 
2.02% 5,838,000 0   

深圳创富兆业金融

管理有限公司－创

富福星六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76% 5,092,9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公司实际控制人周新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8,200,627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6.29%；神

来科技为周新华实际控制的企业，周新华先生持有神来科技注册资本 1,584 万股，占比

99.00%，神来科技持有公司股份 1600 万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5.53%；周新华先生配偶罗晔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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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48,710,414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6.85%。周新华、罗晔及神来科技构成

一致行动人，累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82,911,041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28.67%。 

2、芒励多为公司副董事长胡范金先生实际控制的企业，胡范金先生持有芒励多出资额 365.50

万元，占比 99.51%，胡范金之配偶罗春持有芒励多出资额 1.80 万元，占比 0.49%； 

3、超然迈伦为公司董事庄俊超先生实际控制的企业，庄俊超先生持有超然迈伦出资额 238.08

万元，占比 99.22%，庄俊超之配偶陈淑婷持有超然迈伦出资额 1.92 万元，占比 0.78%； 

4、易晟辉煌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易佰网络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公司监事张敏先生为易晟辉煌执

行事务合伙人，持有易晟辉煌出资额 46.14 万元，占比 11.20%；公司董事庄俊超持有易晟辉

煌出资额 145.82 万元，占比 35.40%；公司董事、财务总监贺日新先生持有易晟辉煌出资额

20.60 万元，占比 5.00%； 

5、晨晖朗姿、深圳创富兆业金融管理有限公司－创富福星六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繸子马利

亚为公司发行新增股票股东。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以上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

关系； 

6、何海波为公司外部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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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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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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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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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8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部分

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计划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部分公司发行的社会公众股，用于股权激励或员

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次回购”）。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含）且不低于 5,000 万元（含），

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3.00 元/股（含）。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部分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

月内。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2 月 17 日披露了《回购报告书》（详见公告编号：2022-017）、2022 年 2 月 22 日披露了

《关于首次回购公司部分股份的公告》（详见公告编号：2022-018）、2022 年 3 月 1 日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

展公告》（详见公告编号：2022-019）、2022 年 4 月 1 日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详见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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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2）、2022 年 4 月 29 日披露了《关于股份回购比例达到 1%暨回购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54）、2022 年

6 月 1 日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60）、2022 年 7 月 1 日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

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80）、2022 年 8 月 1 日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2-086）,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

关公告。 

  截止 2022 年 7 月 29 日收盘后，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375 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1.2968%，最高成交价为 18.499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3.453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59,984,121 元（不含交易

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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