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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79                           证券简称：和晶科技                           公告编号：2018-093 

无锡和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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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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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晶科技 股票代码 300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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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瑶  

办公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汉江路 5 号-1 号楼-5

楼 
 

电话 0510-85259761  

电子信箱 chenyao@hodgen-china.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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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2,593,274.16 787,329,580.92 -10.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7,055,858.67 50,733,261.01 -26.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34,164,371.42 48,034,764.91 -2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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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2,761,404.81 -32,433,044.86 -231.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25 0.1130 -26.9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25 0.1130 -26.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9% 3.10% -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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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5,497,999.32 3,247,437,831.13 -0.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01,215,525.97 1,677,627,927.24 1.4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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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柏林 境内自然人 16.56% 74,356,287 74,356,287 质押 74,356,287 

荆州慧和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00% 53,870,000 0   

张晨阳 境内自然人 7.96% 35,734,907 0 质押 26,840,000 

邱小斌 境内自然人 4.48% 20,112,700 16,885,582 质押 20,071,700 

应炎平 境内自然人 4.40% 19,760,700 0 质押 17,364,000 

张惠进 境内自然人 3.38% 15,151,894 8,460,757 质押 11,625,757 

上银基金－浦发

银行－上银基金

和晶科技 1 号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2.76% 12,409,970 12,409,970   

顾群 境内自然人 2.16% 9,703,271 9,687,272 质押 6,860,001 

徐宏斌 境内自然人 1.21% 5,418,523 4,063,892 质押 5,403,000 

陈松林 境内自然人 1.00% 4,480,000 4,480,000 质押 4,479,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陈柏林与上银基金-浦发银行-上银基金和晶科技 1 号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上银

和晶计划”）为一致行动人，说明如下：上银和晶计划的管理人为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上银基金”），上银和晶计划的认购方与上银基金签署《委托投票协议》，

指定陈柏林就上银和晶计划行使和晶科技股东投票权事宜作出意思表示，上银基金同意

根据陈柏林作出的意思表示，行使上银和晶计划在和晶科技股东大会上由法律和和晶科

技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投票权。因此，上银和晶计划与陈柏林构成一致行动关系；2、

陈柏林与陈松林为兄弟关系，存在关联关系； 

除此之外，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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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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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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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0,259.33万元，较上年同比减少10.7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705.59万元，

较上年同比减少26.96%，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1）和晶物联网业务板块 

（1）和晶智造 

报告期内，和晶智造实现营业收入54,033.74万元，营业利润3,576.94万元，净利润3,501.91万元。家电智能控制器业务方

面，公司与海尔、BSH等国内外各大客户的合作稳定，在产品结构上侧重对家电变频智能控制器市场的投入，在变频智能控

制器的市场布局和技术储备的效果也逐渐显现。非家电智能控制器业务方面，公司在已有基础上保持积极拓展，在汽车电子

领域的智能控制器项目陆续落地，开始试产并交付客户进行实验及产品认证。公司将保持积极的业务拓展态势，依靠良好的

服务品质获取意向客户的项目，丰富公司在非家电智能控制器方面的业务形态。 

面对持续涨价及供应短缺的原材料市场，公司大力推进供应链体系的深入管理，增强公司的供应链市场保证能力。根据

当前的市场环境和发展动态，公司持续优化管理体系，及时调整细化内容架构，从而更全面地保障并满足客户需求，保持公

司良好的服务能力。 

（2）和晶智联 

报告期内，中科新瑞坚持“传统业务+新兴产品”的双模式并行发展，根据市场需求和行业动态，相应调整力量投入，上

半年受春节等季节性因素影响，部分项目的启动进程较晚，智能化工程业务较上年同期相比有所下降，而在系统产品业务方

面，较上年同期取得了较大增长，传统业务整体上保持平稳发展，2018年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7,260.19万元，营业利润1,275.82

万元，净利润967.73万元。此外，中科新瑞以资本为纽带，积极拓展业务面： 

1.中科新瑞进一步以电力安全感知系统为基础积极开拓电力安全市场的其他各个细分领域，报告期内以自有资金1,400

万元增资思宏安，将持股比例提升至45.10%。思宏安是一家提供电力企业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咨询服务的企业，团队成员

中拥有电力行业安全和应急技术领域的专家，在电力行业有良好的积累，主要产品为以电力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服务为核心

的安全管理平台，主要业务为安全管理与应急管理咨询服务、应急演练辅助平台、极端条件下应急通讯系统。 

2.报告期内，中科新瑞与和晶互动数据业务板块的实施主体澳润科技以及山西广电信息网络（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山西广电”）共同出资1亿元设立合资公司，其中山西广电出资4,000万元，持股比例为40%；澳润科技出资3,500万元，

持股比例为35%；中科新瑞出资2,500万元，持股比例为25%。各方以合资公司为载体，积极参与广电行业以城市服务为主的

智慧城市建设，融合各方技术及资源优势，开展智慧城市项目建设，深化公司在“智慧生活”领域的整体布局。 

在智慧安全管理平台方面，和晶智联完成对智慧安全管理平台的开发与升级，通过产品的持续迭代，不断完善平台功能

以更好地满足政府管理部门和企业用户各自的安全信息化需求，并选取具有较好合作基础的地区大力投入资源，努力打造能

够具有良好示范效应的样板工程，形成可复制模式进而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增强和晶智联的行业影响力和经营能力。报

告期内，晶安智慧实现营业收入434.30万元。 

（3）和晶互动数据 

报告期内，广电行业仍处于自身的变革发展及外部竞争加剧的严峻状态，一方面加快在多媒体融合、智慧城市等新业务

的建设投入，另一方面也放缓了对现有网络双向化改造的整体进度，同时受市场竞争加剧、成本上升等因素对销售价格及毛

利率的不利影响，澳润科技报告期内的营业收入为8,531.10万元，营业利润为2,427.06万元，净利润为2,078.78万元，较上年

同期出现较大下滑。为此，澳润科技调整业务战略，推进广电设备销售、智能终端投资运营、智慧城市项目承接建设运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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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争取在广电行业的变革与发展中把握更为有利的条件以推动自身发展，提升持续经营能力以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努

力降低行业变革发展风险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澳润科技与江西、陕西、山西、河北等区域市场的接入网设备业务发展稳定，在各省广电运营商进行业务推广，取得多

个项目落地。 

智能终端投资运营业务方面，澳润科技继续和甘肃、陕西、江西、山西等通过共同设立合资公司等形式展开“DVB+OTT”

业务投资合作，甘肃、江西、陕西等地已开展业务。澳润科技于上年初与山西广电、陕西广电关于智能终端投资运营的长期

合作签订了框架协议，报告期内在相应区域内投放工作也在推进中。同时澳润科技继续紧抓智慧家庭入口，持续部署家庭养

老、智能机器人、智能音箱、视频通话、在线教育等方面的业务和丰富智慧家庭娱乐的硬件产品形态，并在内容方面寻求更

多合作，提供更多优质内容满足用户需求。 

智慧城市业务方面，澳润科技利用自身的优势资源以及公司集团内部的资源整合助力，报告期内与和晶智联的中科新瑞

以及山西广电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积极参与并推进智慧城市业务布局，与广电运营商保持紧密沟通，探讨广电行业在智

慧城市建设中的项目发展并在部分省份推进试点建设，逐步加深对智慧城市项目的探索和储备，为板块战略转型奠定了基础。

报告期内，澳润科技在技术、人员等方面进行积极储备，并在江西、陕西、四川、山西、甘肃等省份拓展、接洽智慧城市项

目。 

2）和晶互联网教育业务板块 

和晶互联网教育板块的“智慧树”已成为国内最大的幼教云平台，当前服务的幼儿园达12万家，在服务园所的数量和覆盖

率、用户数量、用户活跃度等指标方面处于行业头部地位，并已完成行业渠道、政府渠道、运营商渠道基础建设，已具备在

全国范围无死角的网格化服务能力。 

“智慧树”积极参与幼教行业的生态建设，进行以融合为主的竞合发展，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幼教行业的垂直领域进行深

耕，并注重与其他优势资源的协同发展，通过开发向家庭消费延伸的产品，2018年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345.62万元，保持

同比增长的趋势，较去年同期增长26.12%。 

报告期内，公司与袁胜军等“智慧树”的创始团队、宁波博悦元朔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增资22,200万元，

助力“智慧树”积极参与幼教行业的生态建设。“智慧树”在现有幼教云平台的基础上，以幼儿园为核心入口，通过建立安全、

健康、教学、互娱四大智能系统，搭建全国性的智慧幼儿园体系，发挥幼教信息化细分领域的头部平台和精准大数据平台的

优势，为化解幼儿产业供需矛盾贡献力量，带领幼儿产业加速进入智能时代，让孩子更好的成长。 

3）引入新进战略投资者，助力公司的持续发展 

为促进上市公司更可持续、更加高效的经营和发展，公司控股股东牵头引入公司的新进战略投资者荆州慧和。经各方友

好协商一致后，确定本次股权交易方案为：公司股东陈柏林、张晨阳、邱小斌、顾群、张惠进、上海群池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等6位股东将其持有的和晶科技共计12%股份转让给新进战略投资者荆州慧和，其中，陈柏林先生的股份转让

比例为5%，其余股东合计的股份转让比例为7%。本次权益完成变动后，陈柏林先生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新

引入的战略投资者荆州慧和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为12%。 

荆州慧和系招商资本旗下团队管理的国调招商所设立的投资主体。招商资本系招商局集团的全资二级子公司，专门从事

另类投资与资产管理，是招商局集团投资业务的管理与发展平台；国调招商系专注于并购投资的股权投资基金，教育相关产

业包括幼儿教育、互联网教育、职业教育等是其重点布局的行业板块之一，在此领域拥有较丰富的项目储备和运作资源。荆

州慧和本次作为公司新进的战略投资者，主要考虑公司在智慧生活领域业务布局的价值，特别是其对国内最大的幼教云平台

“智慧树”（即北京环宇万维科技有限公司）的长期坚守投资；“智慧树”对幼教入口资源的掌控，是整合线上教育产业的基石，

是融合校内校外教育的通路，是联结不同教育阶段的纽带。荆州慧和作为新进战略投资者，将在战略、资本、管理等多方面

为公司的发展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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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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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无锡和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冯红涛 

2018 年 8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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