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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85                           证券简称：华天科技                           公告编号：2017-28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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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天科技 股票代码 002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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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文瑛 杨彩萍 

办公地址 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双桥路 14 号 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双桥路 14 号 

电话 0938-8631816 0938-8631990 

电子信箱 htcwy2000@163.com caiping.yang@ht-te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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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2,310,698.79 2,477,886,642.76 33.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4,993,014.71 179,993,838.38 41.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40,127,462.28 160,349,699.54 49.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86,912,466.93 294,684,241.21 65.2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97 0.0845 4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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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97 0.0845 41.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06% 3.80%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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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37,248,147.52 7,677,244,075.28 5.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108,542,674.55 4,908,081,903.96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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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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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水华天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7.75% 591,375,384 0 质押 108,000,000 

招商财富－招商银行－汇垠天粤 1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39% 51,011,650 0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华能信

托·津杉华融 2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1.57% 33,476,394 0   

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2% 28,071,794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盛转

型升级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14% 24,257,872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

方达国防军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99% 21,088,11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77% 16,314,740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安达

优势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0% 14,891,896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

国中证工业 4.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68% 14,461,032 0   

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1% 13,027,50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

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报告期末，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公司 15,752,34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份的 0.7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15,201,93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

份的 0.71%。以股东通过各种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的合计数重新排序

后，前 10 名股东情况如上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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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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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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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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概述 

按WSTS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上半年度世界半导体市场规模为1,905亿美元，同比增长21.00%，世界

半导体产品产量约为4,522亿只，同比增长约9.8%。根据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统计，2017年1-6月中国集成

电路产业销售额为2201.3亿元，同比增长19.1%。其中，设计业同比增长21.1%，销售额为830.1亿元；制造

业增速依然最快达到25.6%，销售额为571.2亿元；封装测试业销售额800.1亿元，同比增长13.2%。 

2017年上半年，公司不断加强市场开发，优化客户结构，积极推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着力提高

管理及运营效率，使得公司及各主要子公司经营业绩得到稳步提升，其中，华天西安净利润同比增长

116.91%。 

2017年1-6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3.12亿元，同比增长33.6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55亿

元，同比增长41.67%，为顺利实现全年经营目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继续推进《集成电路高密度封装扩大规模》、《智能移动终端集成电路封装产业化》、《晶圆级

集成电路先进封装技术研发及产业化》三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截至本报告期末，三个项目募集资金

投资进度分别达到了94.76%、98.08%和83.9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有效扩大了公司集成电路封装

规模，显著增加了公司效益。 

2、以销售为龙头，以市场为导向，狠抓市场业务拓展，加大国内外客户的开发。2017年上半年，公

司国内外市场销售同比增长均达到30%以上。同时，进一步推进客户结构优化工作，使得公司能够集中资

源服务好重点客户，提高了对重点客户的响应速度和服务能力，有效地拓展了市场份额。 

3、FC、Bumping、六面包封等先进封装产能进一步释放，使得公司的封装产品结构不断优化。通过

各种措施努力提高经济效益和运营水平，2017年上半年公司集成电路封装业务毛利率达到19.24%，同比提

高了2.64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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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上半年，子公司华天昆山和华天西安集成创新的“基于TSV、倒装和裸露塑封的指纹识别芯片

系统级封装技术”荣获“第十一届（2016年度）中国半导体创新产品和技术”。2017年5月，华天商标在美国

注册成功。 

（2）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3,312,310,698.79 2,477,886,642.76 33.67% 
主要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能逐步释

放，封装产量较上年同期增加。 

营业成本 2,684,033,443.52 2,071,520,766.63 29.57% 
主要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能逐步释

放，封装产量较上年同期增加。 

销售费用 35,849,216.72 25,722,373.89 39.37% 
主要为本报告期销售额增加，运输费及

职工薪酬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257,450,538.04 182,663,401.82 40.94% 
主要为本报告期研发费用、折旧费及职

工薪酬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3,697,708.53 -4,816,212.23 176.78% 
主要为本报告期支付借款利息增加、定

期存款减少，取得利息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48,868,175.98 32,964,357.82 48.25% 主要为本报告期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研发投入 161,171,212.06 98,952,539.00 62.88% 
主要为本报告期投入的研发费用较上年

同期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86,912,466.93 294,684,241.21 65.23% 

主要为本报告期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较

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17,622,370.17 -1,118,456,319.37 -35.84% 

主要为本报告期购买理财产品和定期存

单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19,583,021.11 -147,395,775.81 -18.87% 

主要为本报告期借款收到的现金较上年

同期增加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352,792,418.42 -970,045,331.56 -63.63% 

主要为本报告期购买理财产品和定期存

单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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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5月10日，国家财政部颁布了财会[2017]15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

的通知》，自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并要求企业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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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根据规定，公司于以上文件规

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公司对2017年1-6月与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并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

之上单独列报。2017年1-6月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合计为18,792,390.1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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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肖胜利 

二○一七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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