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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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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重大风险提示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本报告，并特别注意下列风险： 

（一）销售季节性风险 

公司存在上半年与下半年销售收入不均衡的特点。收入不均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公司主要客

户以各地公安局、政法委等政府机构、军队和电信运营商等国有企业为主，客户采购及建设资金

大多来源于政府财政资金。客户通常年初制订年度预算、投资计划，年中进行采购招标和项目建

设，下半年进行验收和结算，因此公司收入呈现明显的季节性特征，经营业绩存在季节性波动的

风险。 

（二）行业竞争激烈风险 

公司业务的各个细分行业领域竞争日趋激烈，一些知名同行企业已取得相应竞争优势。面对

这样的竞争格局，公司将继续在智慧城市、市域社会治理、应急、军工细分领域精耕细作深度布

局，并在工业互联网、医疗、养老等其他领域尝试业务外延。公司立足于多年行业知识经验积累

及自身资质优势，与行业内的一些知名竞争厂商采用不同战略侧重，形成差异化的经营模式，与

供应商建立产品互销，营造优势互补协作共赢的行业生态。公司以数字经济建设的机遇为目标，

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快速输出数字化产品及定制化实战解决方案，贴近客户需求，

增强客户粘性，持续为客户创造价值。 

（三）应收款项增长风险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应收款项余额为 132,232.57 万元，较 2021 年末下降 5.71%，应收账款余

额较高。应收账款余额较高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业务规模持续扩张，而公司业务的最终客户主要

以公安、政法、监所等政府部门为主，受财政付款审批进度、国拨资金到位时间的影响，回款周

期较长，且政府项目验收存在季节性，公司大部分项目验收时间集中在下半年，特别是第四季度，

因此通常难以在收入确认当年度回款。虽然根据历史经验，政府采购项目发生坏账的风险较低，

但随着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各地政府财政收入增速放缓，若未来各地政府财政资金紧张，不排除

政府采购项目发生坏账的可能，进而对公司的业绩造成不利影响。同时，应收账款的增长和较长



的回款周期导致公司短期现金净流出金额较大，虽然 2022 年半年度公司主要偿债指标仍较为正常

（流动比率为 2.74，速动比率为 2.45，资产负债率为 27.60%），但若公司不能采取措施改善现金

流量状况，或者未能进行持续有效的外部融资，公司可能面临较大的资金压力，对公司的持续经

营能力和偿债能力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 

（四）回款周期长的流动性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21,410.50 万元，与公司净利润存在较大差异，使

得公司存在经营流动性风险。该风险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业务的最终客户主要以公安、政法等

政府部门为主，针对该类客户的业务存在前期建设投入较高，而受国拨资金到位时间的影响，回

款周期较长所致。公司将不断增强回款验收工作的力度，在公司销售市场快速扩张的过程中，选

择付款条件更为优质的客户，并加强供应链协同管理，打造“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产业生态

圈。同时，公司管理层积极思考业务结构升级，布局企业端、消费端数字化业务，降低业务的资

金占用周期，提高应收账款周转率。 

（五）市场快速扩张带来的内部管理风险 

公司在市场快速扩张的过程中将面临包括但不限于团队扩张，产品及服务的标准化快速输出，

人才结构优化等一系列内部管理挑战，如经营模式不能持续优化，或内部管理不能跟上，公司的

持续发展将面临风险。对此，公司将继续完善总部技术中台的打造和升级，实现产品及服务模块

化、标准化的高效输出，以此降低市场快速扩张过程中人力资源紧张的风险，并不断增强内外结

合的培训与学习，提升内部管理及治理水平。 

（六）全球新冠疫情影响下的经营风险 

新冠疫情在部分地区存在反复的影响，客户采购及正常公司经营节奏有所放缓、甚至可能受

限，业务机会落地延后，在手订单推迟交付及验收，对公司业务的开展产生负面影响。为降低该

风险对公司的影响，公司加强客户需求调研，加快区域子公司当地化建设，降低疫情管控对公司

业务开展的负面影响。 

（七）宏观经济周期风险 

 2022 年，国内外经济形势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国内各区域经济因疫情的反复、

自然灾害等客观原因面临增长挑战，另一方面，部分国际地区的重大冲突负面影响不断蔓延到欧

美各大经济主体，使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蒙上阴影。在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形势交互作用下，宏观

经济预期进入相对保守的阶段，给各行各业的企业经营均带来较大的压力。在此情况下，公司将

在进一步巩固传统业务优势的基础上，积极开拓业务新机会，尝试企业端、消费端业务场景，寻



找新的业务增长极；同时，公司坚持技术创新，持续增加研发投入，提高研发产品化效率，不断

丰富公司技术的应用场景，为公司未来业务发展储备科技力量。 

 

1.3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5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6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1.7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 

罗普特 688619 不适用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余丽梅 颜春红 

电话 0592-3662258 0592-3662258 

办公地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59号

之102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59号

之102 

电子信箱 ir.ropeok@ropeok.com ir.ropeok@ropeok.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2,033,277,578.50 2,312,790,160.20 -12.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460,437,104.76 1,518,915,756.06 -3.85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59,809,418.46 125,070,655.98 -52.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9,594,905.08 9,027,671.65 -317.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4,950,909.13 -4,088,490.61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14,104,972.36 -169,975,478.26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30 0.77 减少2.0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0 
0.05 -3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0 
0.05 -300.00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 

32.74 13.40 增加19.34个百分点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9,689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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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转融

通借出股

份的限售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

结的股份数量 

陈延行 境内自然

人 
37.80 70,801,353 70,801,353 0 无 0 

厦门恒誉兴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08 9,523,012 9,523,012 0 无 0 

厦门恒誉兴业壹号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08 9,519,582 9,519,582 0 无 0 



北京泰达博瑞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47 6,489,607 0 0 无 0 

厦门恒誉兴业贰号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21 4,139,779 4,139,779 0 无 0 

厦门恒誉兴业叁号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21 4,139,779 4,139,779 0 无 0 

厦门永诚誉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08 3,895,744 0 0 无 0 

深圳市麦高富达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深圳

汇智同舟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37 2,568,741 0 0 无 0 

深圳市麦高富达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深圳

汇智同安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37 2,568,741 0 0 无 0 

福建晋江十月华隆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37 2,566,191 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厦门恒誉兴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恒誉兴业

壹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恒誉兴业贰号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厦门恒誉兴业叁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均为陈碧珠实际控制的持股平台，陈碧珠与陈延行系姐弟

关系。陈延行与陈碧珠于 2020年 4月 28日签署了《一致行动

协议》，协议约定在罗普特股东大会、董事会及日常决策过程

中，陈碧珠通过恒誉兴业、恒誉兴业壹号、恒誉兴业贰号、恒

誉兴业叁号行使召集权、提案权、表决权等股东权利，陈碧珠

作为副董事长及副总经理行使表决权、决策权时，陈碧珠始终

作为陈延行的一致行动人，以陈延行意见为准。《一致行动协

议》的有效期为公司上市后五年内有效。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6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7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8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