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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10                证券简称：万隆光电                公告编号：2022-079 

杭州万隆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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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隆光电 股票代码 3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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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金光 - 

电话 0571 -82150729 -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建设四路

11695 号 1 幢 
- 

电子信箱 prevail@prevail-cat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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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950,774.53 343,665,684.16 -5.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811,551.88 9,362,649.97 -59.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9,447,842.40 939,350.10 -1,10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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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9,206,010.93 -870,377.18 6,902.3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56 0.1365 -59.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56 0.1365 -59.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0% 1.44%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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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212,682.22 1,003,229,882.15 -7.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75,177,634.99 671,366,083.11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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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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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泉海 
境内自

然人 
15.48% 10,620,400.00 7,989,600.00 质押 5,200,000.00 

付小铜 
境内自

然人 
9.41% 6,458,191.00 6,458,191   

海南立

安民投 

资合伙

企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6.96% 4,773,148.00 4,773,148 质押 4,770,502.00 

杭州千

泉科技 

合伙企

业（有 

限合

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5.22% 3,579,861.00 3,579,861   

许梦飞 
境内自

然人 
3.56% 2,443,700.00  质押 1,700,000.00 

孙珏 
境内自

然人 
1.43% 984,600.00    

徐立勋 
境内自

然人 
1.33% 913,300.00    

潘雪康 
境内自

然人 
1.24% 849,600.00    

施海蓉 
境内自

然人 
0.85% 586,100.00    

李阿毛 
境内自

然人 
0.83% 569,2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杭州千泉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付小铜、海南立安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

行动人，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2、许泉海与许梦飞为父女关系，为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孙珏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984600.00 股； 

徐立勋通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93300.00 股； 

施海蓉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60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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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李阿毛通过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000.00 股； 

许援朝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712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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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杭州千泉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变更日期 2022 年 01 月 25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关于公司控制权变更事项的进展暨公司控股

权已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02）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2 年 01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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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骞国 

变更日期 2022 年 01 月 25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关于公司控制权变更事项的进展暨公司控股

权已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02）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2 年 01 月 25 日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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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 月 25 日，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许梦飞持有的公司

13,722,800 股股份已完成了过户登记手续，分别变更登记至千泉科技、立安民投资及付小铜名下，过户日期 2022 年 1

月 24 日。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千泉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4,811,200 股，持股比例 21.59%，成为公

司第一大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雷骞国先生。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控制权变更事项的进展暨公司控股权已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2-002）。 

2、2022 年 3 月 23 日，公司与南京智能高端装备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就激光雷达、

毫米波雷达、射频器件与天线的联合研发、设计、投产、销售，以及衍生附加业务的开展建立长期深度的合作关系。具

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2）。 

3、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21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设立有限合伙企业的议案》，

并与共青城天道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瑞和沣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签署

《杭州天道诚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该合伙企业总。规模共计 60,500 万元人民币，公司以有限合伙人

身份拟使用自有资金出资 10,000 万元人民币。合伙企业主要投资于数据通讯系统、新能源汽车领域及高端装备制造相关

企业。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有限合伙企业增资并引入新的

有限合伙人的议案》，并与共青城天道诚、福达股份、杭州瑞和沣、湖州良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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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杭州天道诚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该合伙企业总规模共计 80,500 万元人民币，公司以有限合伙人

身份使用自有资金出资由 10,000 万元人民币增至 20,000 万元人民币，引入新有限合伙人湖州良辰出资 10,000 万元人民

币。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参

与设立有限合伙企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5）、《关于参与设立有限合伙企业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

010）、《关于参与设立有限合伙企业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41）、《关于向有限合伙企业增资并引入新的有

限合伙人暨参与设立有限合伙企业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70）。 

4、公司于 2022 年 3 月份接到持股 5%以上股东立安民投资的通知，获悉其将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股权质押，

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3）。 

5、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7 日召开的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经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的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截至 2022年 4月 6 日公司总股本 68,614,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资本

公积每 10 股转增 4.5 股，合计转增 30,876,300 股，本次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99,490,300 股。本次权益分

派事项已于 2022 年 7 月 4 日办理完成。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65）、《2021 年年度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2-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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