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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45                           证券简称：华宏科技                            公告编号：2017-047 

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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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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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宏科技 股票代码 002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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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大勇 蒋祖超 

办公地址 江苏省江阴市周庄镇澄杨路 1118 号 江苏省江阴市周庄镇澄杨路 1118 号 

电话 0510-80629685 0510-80629685 

电子信箱 hhkj@hhyyjx.com hhkj@hhyyj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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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6,327,838.91 453,466,019.24 29.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9,542,050.81 32,834,443.13 20.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6,116,074.40 26,962,129.33 33.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9,676,360.69 -21,636,509.23 329.6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88 0.1568 20.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88 0.1568 20.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2% 2.18%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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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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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583,439.29 1,838,683,612.60 6.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88,965,352.16 1,554,447,244.09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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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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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华宏实

业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9.69% 104,067,293 13,392,293 质押 78,375,000 

周经成 境内自然人 8.64% 18,090,371 18,090,371   

胡士勇 境内自然人 4.36% 9,126,000 6,844,500   

郑宇 境内自然人 3.02% 6,317,119 6,317,119   

周世杰 境内自然人 2.93% 6,132,329 6,132,329   

南通苏海投

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其他 1.76% 3,679,397 3,679,397   

胡品龙 境内自然人 1.68% 3,510,000 2,632,500   

胡士清 境内自然人 1.68% 3,510,000 2,632,500   

胡士勤 境内自然人 1.68% 3,510,000 0   

胡士法 境内自然人 1.68% 3,51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胡士勇、胡士清、胡士法、胡士勤四兄弟；周经成、周世杰、南通

苏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系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王坚宏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768,753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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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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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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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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战略转型推进顺利，资源加工设备与电梯零部件双轮驱动成型。公司原主

业产品为再生资源加工设备，2015年收购江苏威尔曼科技有限公司，转型电梯零部件领域。

公司成为再生资源加工设备、电梯零部件双主业运营模式，初步实现了公司两轮驱动的战略

发展目标。      

报告期内，再生资源产业长期看好，公司加工设备竞争力十足。针对再生资源加工行业

的战略发展，我国近年来密集出台了各项扶持政策，整体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将达到 3万

亿元，空间广阔。废钢铁主导再生资源行业，其回收使用量直接影响公司加工设备的需求。

按照工信部发布的《钢铁工业调整升级计划（2016-2020年）》，我国废钢铁消耗量 2020年将

达约 1.55亿吨，2017-2020年 CAGR 达 13.65%，增速可观。废钢铁退税政策使得资源和竞争

向大中型企业集中，对公司形成正面利好，公司研发实力较强，市占率较高，随着废钢价格

的回暖，公司订单饱满。 

威尔曼客户资质良好，电梯零部件业务稳健增长可期。电梯行业进入个位数增长时期，

开始由增量市场转变为存量市场，但我国电梯增长点仍较多，将维持稳健。威尔曼是迅达、

通力等优质国际客户的核心供应商，受益电梯行业市场集中度的提升。国内电梯信号系统和

电梯门系统市场空间超 24亿元，公司客户主要客户为迅达和通力，二者在华市占率均稳步提

升，威尔曼受益行业集中度提升，稳健增长可期。 

报告期内，国内整体经济延续了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废钢行业有所回缓。在公司管理

层及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公司紧抓市场优势，使得公司主营业务稳步增长。2017年上半

年度，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586,327,838.91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29.30%；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542,050.80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2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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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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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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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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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根据江苏中天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苏中资评报字（2017）第 2005号，尼隆

电梯于评估基准日 2016年 12月 31日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2,100万元，经各方协商确定，通过

股权转让与增资相结合的方式取得尼隆电梯 51%的股权价格为人民币 16,174,286.00元。根

据董事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威尔曼非同一控制下合并尼隆电梯中的合并成本为

16,174,286.00 元，威尔曼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尼隆电梯可辨认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

差额确认为商誉。      

（2）2017 年 2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

全资子公司公司的议案》。拟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为苏州华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

商部门核准为准），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 2017年 4月 5日，该全资子公司已完成

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苏州市高新区（虎丘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公

司名称为苏州华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公司尚未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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