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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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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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畅科技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2813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蒋福财

李柳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海天一路 11 号 5 栋 C 座 9
楼

深圳市南山区海天一路 11 号 5 栋 C 座 9
楼

电话

0755-26728166

0755-26728166

电子信箱

jiangfucai@roadrover.cn

liliu@roadrov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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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983,374.65

385,837,444.20

-21.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3,960,558.21

-10,546,608.50

-316.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6,099,933.35

-16,582,017.03

-17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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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0,227,138.14

-128,405,358.93

146.9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7

-0.09

-311.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7

-0.09

-311.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92%

-1.62%

-5.30%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1,448,152,015.40

1,630,523,396.29

-11.18%

613,693,625.35

669,798,131.70

-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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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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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郭秀梅

境内自然人

67.97%

81,569,790

81,569,790 质押

48,750,000

张宗涛

境内自然人

2.17%

2,600,010

2,600,010 质押

1,300,000

朱玉光

境内自然人

0.67%

800,010

800,010 质押

440,000

彭楠

境内自然人

0.50%

600,030

600,030

廖晓强

境内自然人

0.42%

500,040

500,040

胡锦敏

境内自然人

0.42%

500,040

500,040

周绍辉

境内自然人

0.42%

500,040

500,040

何名奕

境内自然人

0.42%

500,040

500,040

蒋福财

境内自然人

0.38%

450,000

450,000

陈守峰

境内自然人

0.33%

399,960

399,96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上述限售股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是一致行动人。
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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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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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9年上半年，公司根据市场情况进行收入结构和管理调整，控制各项成本费用，但进度不及预期，公司报告期内
实现营业收入30,398.34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396.06万元；基本每股收益-0.37元。截止2019年6月30日，
公司总股本12,000万股，资产总额144,815.20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61,369.36万元。
报告期内根据市场的变化，在前装市场，公司优先保障重点客户重点产品的研发、生产，进一步优化和收缩客户和产品
结构；在后装市场，根据市场情况，调整产品结构和销售渠道。
在公司业务调整过程中，毛利率高的产品暂未放量、产量阶段性降低、美元相对升值等原因导致生产成本相对较高，短
期内拉低了公司的整体毛利率，使公司的整体毛利较上年同期下降了人民币4,240.53万元。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 2018 年 6 月 15 日颁布了 《关 第三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一次定期会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影响财务报表的列
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报项目，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
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对
整，对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
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根据
净利润无影响。
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要求，公司需对会
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变更，按照文件规定
的格式编制公司财务报表。
财政部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分别发布 第三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一次定期会议、公司将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调整
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 金融工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列报金融工具相关信息，包括对金融工具
具确认和计量（2017 年修订）》（财会
进行分类和计量（含减值）等，对 2019 年
[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 第 23 号
期初留 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可能产生
—— 金融资产转移（2017 年修订）》
（财
影响，但对公司当期及前期的净利润、总
会[2017]8 号）、
《企业会 计准则第 24 号
资产和净资产不产生重大影响。
—— 套期会计（2017 年修订）》（财会
[2017]9 号），于 2017 年 5 月 2 日发布
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
列报（2017 年修订）》（财会[2017]14 号）
（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
则”），并要求境内 上市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
修订，公司需要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
进行相应调整。
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颁布了《关 第三届董事会2019年第二次定期会议、第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涉及公司财务报表
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 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相关科目的列示，不会对当期及变更 之
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以
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以及净
下简称“《修订通知》”），对一般企业财
利润产生影响。
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执行企业会
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和《修订通知》的要求编制 2019 年度中
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以及以后期
间的财务报表。
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 9 日发布关于印 第三届董事会2019年第二次定期会议、第 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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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 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 8 号）（以下
简称“《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 对
准则体系内部协调与明确具体准则适用
范围进行修订。 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
16 日发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
第 12 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 9 号）
（以下简称“《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对准则体系内部协调与债务重
组定义进行了修订。

货币性资产交换》、《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本产生影响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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