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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62                               证券简称：深圳华强                        公告编号：2017-041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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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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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华强 股票代码 00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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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瑛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华强广场 A 座 5 楼  

电话 0755－83216296  

电子信箱 wying@szh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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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8,273,962.76 2,255,168,338.08 37.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5,661,919.93 129,145,502.36 51.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95,294,453.93 126,737,270.07 54.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53,685,814.74 -170,817,609.75 3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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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1 0.179 51.4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1 0.179 51.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9% 3.53%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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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45,707,135.05 6,922,645,147.29 11.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013,869,562.95 3,983,138,342.70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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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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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华强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0.76% 510,375,966 10,172,666   

杨林 境内自然人 2.70% 19,496,695 19,496,695   

张玲 境内自然人 2.28% 16,473,487 16,473,48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28% 9,211,000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0% 5,028,153 0   

韩金文 境内自然人 0.47% 3,425,731 3,425,731   

杨逸尘 境内自然人 0.47% 3,425,731 3,425,731   

刘建琪 境内自然人 0.35% 2,512,186 0   

罗坚 境内自然人 0.34% 2,419,963 0   

易武 境内自然人 0.25% 1,827,17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杨林、张玲和杨逸尘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截止至本报告期末，上述股东中刘建琪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上

市公司股份 0 股，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2,512,186 股，合计持有 2,512,186 股公司股份；罗坚通过普通证券账

户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0 股，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上市

公司股份 2,419,963 股，合计持有 2,419,963 股公司股份；易武通过普

通证券账户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0 股，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1,827,171 股，合计持有 1,827,171 股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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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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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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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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上半年，中国经济总体保持平稳运行，经济稳中有落趋势不改，短期下行压力可控。在整体经济和行业变化的影

响下，公司稳定线下电子专业市场的根基，迅速提升线下电子元器件分销规模，加快线上业务创新，加强线上线下业务深化

融合，力促转型以追求更有内涵的增长，强化内部管理以支撑公司更快速稳健的发展及有效的控制成本；同时，积极加大投

资和对外并购力度，深入及广泛布局于电子元器件分销行业，深度整合已并购的分销业务。公司继续推进 “交易服务平台”

与“创新服务平台”的双平台发展战略，全力提升电子信息高端服务业全产业链的综合服务能力。2017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30.98亿元，同比增长37.39%；实现合并净利润2.11亿元，同比增长60.21%。营业收入、净利润同比增长较大的主要原

因是公司电子元器件分销业务板块的规模提升。 

（一）2017年上半年公司的主要工作包括： 

1、公司继续聚焦电子元器件分销行业，在行业整合并购方面再次取得成果，完成了对鹏源电子70%股权的收购，进一

步完善了公司在电子元器件分销领域的布局；同时，积极支持已并购电子元器件分销企业做大做强。公司电子元器件分销业

务板块整体实现营业收入24亿元，同比增长45.79%；实现净利润1.23亿元，同比增长49.40%。 

2、加快原有产业提升、转型和完善，华强电子世界优化业务结构和服务创新，保持经营效益稳定增长；华强电子网保

持中文网业务平稳发展，推进交易平台和智造平台建设，华强旗舰业务调整战略方向，从平台服务向交易切入，实现业绩大

幅增长；华强电商不断强化产品运营和营销策划能力，新拓展了美的环电、凯仕乐、松下等品牌的业务。 

3、主动拥抱“+互联网”，逐步完善公司的电子信息高端服务业体系。华强电子网持续拓展华强旗舰模式，企业软件服务

类项目完成整合上线且稳步发展中；电子商品交易中心持续积极探索电子元器件上游塑胶产业链尾货业务和供应链金融业

务；指数项目在咨询业务方面取得较好进展，与深圳市福田区企业发展服务中心达成了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 

4、积极实践“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华强北国际创客中心在既有项目孵化的基础上，尝试跨境园区新业态，孵化“亚马

逊大卖家”，制订并推行“G90亚马逊黄金卖家成长计划”的实施。    

（二）报告期内，公司的战略落地工作顺利推进，具体情况如下： 

交易服务平台的打造： 

1、支持已并购的电子元器件分销企业做大做强 

公司加强对已并购企业的管理和支持，充分发挥电子元器件事业部的作用，推进公司旗下已并购的各电子元器件企业与

多方面资源对接和整合，并促进电子元器件业务与公司其它业务板块之间相互融合；融资方面，结合旗下电子元器件分销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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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业务特点和资金需求，公司积极拓展了内保外贷等境外融资渠道，并获得了极低的境外融资成本；内控方面，公司各相

关部门通力配合，促进分销企业内部管理更科学规范、组织运营更高效。 

报告期内，湘海电子继续拓展新产线，成功获得展讯、日本理光等重要产品线授权；成立了汽车电子事业部，开拓汽车

电子市场；物流货仓信息化建设进展顺利，目前已初步实现与客户信息系统的对接，自动化程度大幅提升。 

报告期内，捷扬讯科集中销售资源、加强市场开拓力度，加大研发力度，提升IT系统整体运营能力，向技术创新型电子

元器件分销企业的转型取得进展，获得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报告期内，香港庆瓷以拓展新客户、保障盈利、提高管理为重点，努力实现产品线和客户群双增长，开拓新能源汽车市

场，进入了伟创力电子技术(苏州）有限公司供应商体系。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对鹏源电子70%股权的收购，鹏源电子借助公司优良的资金、信用、社会及行业资源等平台，强

化了其在新能源汽车、电力电子等下游应用领域的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巩固了其作为国内电力电子、新能源行业首选供应商

的领先地位。报告期内，鹏源电子继续发力电动车市场业务，深化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开拓，并开始探索与高校合作的新业务

模式。  

2、加大投资调研力度，多渠道挖掘并购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战略目标，围绕电子元器件分销、电子信息服务业及上下游相关行业，进行充分的行业研究，借助

已并购的企业深入到电子元器件分销行业，多渠道挖掘并购项目，完成了对鹏源电子70%股权的收购，加强了对电子元器件

分销行业及其上下游产业链的研究，调研考察了一批电子信息服务行业及电子元器件分销行业潜在并购标的，充实并购资源

储备。 

3、电子专业市场、华强电子网等原有业务的提升、转型和完善 

电子专业市场加快转型：华强电子世界推动转型升级和服务创新，大胆尝试新业态，“华强健康电子国际交易中心”已

顺利开业，与中国智能家居产业联盟共同打造的“华强智能家居国际交易中心”进展良好，拟于2017年下半年开业；围绕“资

源管理”、“客户”、“华强服务”三大体系，完成了消费者服务平台“掌上华强”的升级上线以及运营工作等；加强企划

推广，与政府相关部门共同举办了“华强迎新嘉年华”、“深圳（福田）国际影像科技文化周”等活动；打造安全的市场环

境，被深圳市福田区公安分局评为“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标准化管理”示范单位。 

华强电子网推进线上交易平台和智造平台建设：华强电子网尝试向综合平台转变，从单纯的B2B信息发布平台切入交易

环节。华强旗舰业务调整战略方向，从平台服务向交易切入，实现业绩大幅增长；安防网项目提升网站用户体验、加强市场

推广，实现增收减亏；中文网加强平台运营和市场推广，在竞价、移动端、买家项目以及非IC业务等方面取得较大进展；企

业软件服务类项目完成整合上线且稳步发展中。 

4、华强电商加强新业务拓展 

华强电商定位于品牌终端消费品的线上分销综合服务平台，强化产品运营和营销策划能力，规范业务流程，提升综合服

务能力。目前新拓展的品牌有：美的环境电器、凯仕乐、松下；新拓展的渠道有：亚马逊、京东POP店、本来生活等。 

5、电子信息产业的数据服务 

报告期内，在按期保质完成常规的指数采集发布基础上，华强北指数和IT指数均在咨询业务方面取得进展。其中，华强

北指数积极开拓政府咨询服务市场，接洽并落实了多个项目，完成指数2016年度报告发布及客户回馈活动，多家网络媒体全

面报道，品牌曝光度提升；IT指数与深圳市福田区企业发展服务中心达成了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在大数据服务方面取得突

破，建立了线下手机数据采集渠道。 

6、培育电子商品交易中心，探索新的盈利模式 

报告期内，电子商品交易中心积极探索电子元器件产业链尾货业务和供应链金融业务，尝试开发电子元器件尾货竞价交

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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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创客生态，打造创新创业服务平台： 

在空间租赁方面，整体出租率较高，创客孵化区入驻多个创客团队；在新业态方面，持续积极推进“创客+跨境电商”

的业务模式，尝试跨境电商与创新创业相结合的新业态，孵化“亚马逊大卖家”，制订并推行“G90亚马逊黄金卖家成长计

划”，孵化了多个亚马逊卖家团队，积极整合杭州、宁波、义乌、厦门、中山、佛山等地的工厂资源，发展大卖家、工厂、

华强共建品牌的模式，获得了业界的认可。 

其他： 

公司济南和石家庄项目有少量尾盘进行销售；华强广场地下停车场收益稳定；深圳“华强广场酒店”定位于新型高端商

务精品酒店，客房入住率保持行业高水平；地下商城“乐淘里”租金收入保持稳定。此外，公司的其他物业租赁业务亦保持

了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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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2017 年 4 月 28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

通知（财会〔2017〕13号），新准则自 2017 年 5月 28日起施行，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在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时，

若财政部此前发布的有关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会计处理规定与新准则不一致的，以新准则为准。  

2017 年 5 月 10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 号），

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对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

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7 年 1 月 1日至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进行

调整。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颁布或修订，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会计准

则。  

2、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于 2006 年 2 月 15 日印发的《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等 38 项具

体准则的通知》（财会〔2006〕3号）中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以及发布的有关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

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会计处理规定。 

3、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财政部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

和终止经营》和 2017 年 5 月 10 日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中的规定执行。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执行财政

部于 2006年 2 月 15日及之后颁布的相关准则及其他有关规定。 

4、变更程序 

公司于2017年8月16日召开董事会会议、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变更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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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于 2017年 4 月 28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的通知（财会〔2017〕13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施行；根据财政部于 2017年 5 月 10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

15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自 2017 年 6 月 12日起施行,对 2017年 1 月 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

用法处理，对 2017年 1 月 1日至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进行调整。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根据财政部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规

定和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并根据要求在财务报告中进行相

应的披露。该会计政策的变更对公司 2017年度以前及 2017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无重大影响,公司预计对 2017年全年财务报告

也没有重大影响。 

2、政府补贴 

根据财政部于 2017年 5 月 10 日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要求：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

助，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比较数据不调整，故公司将相应政府补助金额从利润表“营

业外收入”项目调整为利润表“其他收益”项目列报，调减“营业外收入”2017 年半年度发生额 5,570,835.73元，调增“其

他收益”2017 年半年度发生额 5,570,835.73元。 

3、前述变更对公司 2017年半年度报告股东权益、净利润等无影响： 

除上述外，本次修订对公司无其他重大影响，也无需追溯调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index上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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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内新设成立了直接控制的石家庄华强众创空间有限公司，非同一控制下收购了深圳市鹏源电子有限公司及下属子

公司，因此本年度合并报表增加九家主体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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