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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72                证券简称：安车检测                公告编号：2022-052 

深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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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车检测 股票代码 300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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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云彬 薛清文 

电话 0755-86182392 0755-86182392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学府路 63 号高新区联合

总部大厦 35 楼 

深圳市南山区学府路 63 号高新区联合

总部大厦 35 楼 

电子信箱 ir@anche.cn ir@anch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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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714,268.28 280,482,406.52 -15.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526,484.59 30,911,916.57 -30.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10,142,064.43 24,106,837.27 -5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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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1,772,731.88 -66,231,716.46 -53.6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5 -4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5 -4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0% 1.94% -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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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0,940,394.87 2,766,285,167.62 1.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74,099,543.94 2,148,710,725.87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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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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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宪宁 
境内自

然人 
25.72% 58,889,686 44,167,264 质押 13,500,000 

庄立 
境内自

然人 
2.78% 6,356,784 6,356,784 质押 4,440,000 

建信（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嘉兴建信宸玥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2.69% 6,153,846    

徐志英 
境内自

然人 
2.43% 5,562,867    

中意资管－招商银行－中意资产

－卓越非凡 17 号资产管理产品 
其他 2.00% 4,579,77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安

华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4% 3,077,026    

银华基金－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分红险－银华基金国寿

股份成长股票型组合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可供出售） 

其他 1.22% 2,787,626    

汪杰宁 
境内自

然人 
1.19% 2,715,800    

叶燕桥 
境内自

然人 
1.05% 2,405,82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欧新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88% 2,025,72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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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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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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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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成立合资公司 

（1）2022 年 1 月 24 日，公司与深圳盛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德新能源”）在深圳签署了《合资成

立公司协议》，约定共同出资成立深圳市安盛新能源运营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盛新能源”）。安盛新能源注册

资本为 1,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510 万元人民币，占安盛新能源注册资本的 51%；盛德新能源出

资 490 万元人民币，占安盛新能源注册资本的 49%。截至目前，该公司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 

本次投资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和经营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拓展汽车后市场服务业务，围绕在用车检测业务，

将“光伏发电、电池储能、电桩充电、汽车维修、汽车销售、二手电车评估、汽车回收拆解、汽车美容、汽车保险”等

业务功能有机地融合到一体，综合性打造综合汽车服务生态园。通过合资方式，充分发挥合作方的资源优势、技术能力，

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2）2022 年 3 月 28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安车检测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车运营”）与艾普拉斯

车辆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普拉斯”）在深圳签署了《艾普拉斯车辆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和深圳市安车检测运

营管理有限公司股东协议》，拟共同出资成立艾普拉斯检测技术（中国）有限公司。本次投资总额为 940 万欧元（根据

2022 年 3 月 29 日汇率，折合人民币约 6,570.412 万元），其中，安车运营以现金形式出资 460 万欧元（根据 2022 年 3

月 29 日汇率，折合人民币约 3,217.84 万元）；艾普拉斯以现金形式出资 480 万欧元（根据 2022 年 3 月 29 日汇率，折

合人民币约 3,357.74 万元）。艾普拉斯检测技术（中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500 万欧元，安车运营占合资公司 49%股

权，艾普拉斯占合资公司 51%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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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对外投资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双方在机动车检测运营品牌推广、区域内检测行业规范治理、汽车服务新业

态新业务创新等领域进行系统、深入合作，有助于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以及品牌知名度，实现较好的经济效益。 

（二）变更募投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实施主体及使用募集资金对外投资 

公司于 2022年 2 月 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

投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实施主体及使用募集资金对外投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将“连锁机动车

检测站建设项目”中尚未投入的募集资金中的 5,034 万元，用于收购深圳市粤检管理有限公司 51%的股权、增资及收购

深圳粤检投资有限公司 51%的股权。该议案已经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截至目前，深圳市粤检管理

有限公司及深圳粤检投资有限公司已办理完成工商变更。 

通过本次收购，与合资方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良好发展模式，公司将进一步提高在下游检测站业务的涉入深

度及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为公司业绩持续增长提供强有力保障，从而实现全体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三）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2022 年 2 月 9 日，公司与时代电服科技有限公司在深圳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本次协议的签署将建立起双

方的战略合作关系，合作以双方的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为目的，通过充分发挥各自的资源和优势，在换电及相关业务场

地空间共享、换电场站运营维护、换电车辆推广销售、换电设备研发制造等领域开展密切合作，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

的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对公司的业务布局将起到积极作用。 

（四）签订项目合同 

2022 年 3 月 3 日，公司作为联合体牵头人与发包人许昌市魏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联合体成员合肥明志电力工程有

限公司、安徽鼎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在河南省许昌市签署了《许昌市魏都区公共充电及社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期

（EPC）总承包合同》，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21,012 万元。该合同约定了许昌市魏都区公共充电及社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一期）设计（含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以及施工现场所有设计跟踪服务等）、设备采购和施工图范围内所有内容的

施工、保修及相关服务施工等工程总承包事项。 

本次项目建设满足下游市场对于充换电的需求，进一步推进及完善公司在新能源领域业务的战略布局，增强公司核

心竞争力及综合实力，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和经营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拓展汽车后市场服务业务，并对公司的

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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