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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59                证券简称：三特索道                公告编号：2022-24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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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特索道 股票代码 00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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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正  

办公地址 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关山一路特 1 号光谷软件园 D1 栋  

电话 027-87341812  

电子信箱 sante002159@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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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11,540.14 251,160,828.27 -57.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5,148,427.24 5,104,308.69 -1,180.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66,880,390.62 -2,469,193.94 -2,60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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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171,498.03 75,920,663.30 -82.6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 0.03 -1,1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1 0.03 -1,1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3% 0.36%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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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7,581,923.84 2,551,982,760.79 -19.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62,977,064.40 1,221,164,850.94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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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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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当代城市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7.50% 66,495,954 38,634,659 质押 66,490,000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发展

总公司 

国有法

人 
6.07% 10,763,305 0   

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85% 6,818,700 0 
质押 5,520,000 

冻结 5,109,30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红新动力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65% 4,700,000 0   

严宇媛 
境内自

然人 
2.02% 3,577,614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

方红京东大数据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1% 2,680,000 0   

中国工商银行－国联安德盛

小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43% 2,536,300 0   

梁志鹏 
境内自

然人 
1.24% 2,191,486 0   

李金秀 
境内自

然人 
1.13% 2,002,400 0   

国联安基金－中国太平洋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险－国联安基金中国太平洋

人寿股票相对收益型（保额

分红）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89% 1,578,9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当代城建发、当代科技与自然人股东罗德胜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

公司 41.80%的股份。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公司股东梁志鹏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5,500 股外，还通过兴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155,986 股，实际合计持有

2,191,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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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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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解决控股股东关联方资金占用事项 

2022 年 3 月，公司经自查发现存在控股股东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形后，立即成立了风险防范化解应急小组，请求湖北

省、武汉市及公司所在地东湖高新区政府纾困，截至 2022 年 4 月 24 日，控股股东关联方已以全额现金方式向公司归还

全部占用资金以及利息。在此过程中，为最大限度维护公司利益，公司于 4 月中旬将控股股东关联方旗下部分资产过户

至上市公司名下，以作为以资抵债的备手方案。因控股股东关联方已以现金方式归还全部占用资金及利息，公司正与控

股股东关联方沟通尽快过户退回上述资产。 

  

2、出售天风证券股票 

为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提高资产流动性及使用效率，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11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出售股票资产的议案》，同意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出售所持天风证券股份的事宜。公司计

划在 2022年 2月 17 日—2022年 8 月 16 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 2,848.99 万股。 

2022 年 2 月 17 日、2 月 24 日，公司通过集中大宗交易方式分别出售所持天风证券股票 871.64 万股和 1,977.35 万

股，至此，减持计划完成，累计减持 2,848.99 万股，与减持计划一致。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8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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