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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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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大恒科技 600288 G 大恒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严宏深 雷丽慧 

电话 010-82827855 010-82828098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3号大恒

科技大厦北座15层 

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3号大恒

科技大厦北座15层 

电子信箱 600288@dhkj.sina.net llh@dhxjy.co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3,123,136,302.40 3,177,042,537.04 -1.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557,421,116.75 1,555,832,773.29 0.10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65,742,760.98 -183,685,728.50 不适用  

营业收入 1,414,601,088.26 1,349,711,671.95 4.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92,643.20 16,959,426.79 -96.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425,957.06 10,703,645.82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04 1.10 减少1.0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014 0.0388 -96.3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014 0.0388 -96.39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6,77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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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郑素贞 境内自然人 29.75 129,960,000 0 冻结 129,960,000 

吴立新 境内自然人 4.04 17,658,000 0 无 0 

任奇峰 境内自然人 1.84 8,019,991 0 无 0 

陈定华 境内自然人 1.18 5,142,000 0 无 0 

靳帅 境内自然人 0.97 4,254,900 0 无 0 

黄文卿 境内自然人 0.67 2,918,401 0 无 0 

陈志伟 境内自然人 0.54 2,370,000 0 无 0 

陈丹英 境内自然人 0.46 2,030,300 0 无 0 

李雨韩 境内自然人 0.42 1,835,600 0 无 0 

王龙海 境内自然人 0.42 1,820,1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

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一）总体情况 

2019 年上半年公司核心业务机器视觉产品及数字电视网络系统呈稳步上升趋势，合并报表实

现营业收入 14.15 亿元，较 2018 年同期 13.50 亿元增长 4.8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9.26 万元，较 2018 年同期 1,695.94 万元减少 96.51%，净利润减少的原因主要为参股公司诺

安基金和宁波华龙报告期内净利润下降较多所致，其中，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20%）

2019 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 1,855.64 万元，较 2018 年同期 5,066.87 万元减少

63.38%。 

（二）母公司经营情况 

母公司 2019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7,034.00 万元，较 2018 年同期 5,821.52 万元增长

20.83%；实现净利润为 1,340.03 万元，较 2018 年同期 5,136.93 万元减少 73.91%。 

1、母公司下属事业部光电所 

母公司下属事业部光电所 2019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5,030.00 万元，较 2018 年同期

3,561.62 万元增长 41.2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 852.47 万元，较 2018 年同期 266.25

万元增长 220.18%。 

光电所 2019 年加大市场开拓力度，提前布局 2019 年的销售计划，合理安排合同签订任务并

积极跟进发货验收进度，使得 2019年上半年的销售收入较 2018 年上半年增长明显。 

光电所报告期内持续推进成本管控，加强存货管理，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品毛利率，2019

年上半年净利润较收入增幅更大。 

2019 年上半年光电所与多家高校联合举办光电大赛，从教育阶段切入，占领行业优先权，有

效提高了光电所产品在行业内的知名度。 

“基于飞秒激光的太赫兹时域光谱仪”、“软 X 射线/极紫外无谐波光栅单色仪”两个国家科技

部重大仪器专项完成预验收工作，已报正式验收流程。目前太赫兹光谱仪已经形成销售。 

2、母公司下属事业部光学薄膜中心 

公司下属事业部光学薄膜中心 2019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264.68 万元，比 2018 年同期



1,524.69 万元减少 17.0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 93.72 万元，较 2018 年同期 170.08

万元减少 44.90%。 

由于国内 3D 投影配套产品订单需求骤减，光学薄膜中心 2019 年上半年图形图像行业大客户

受外部市场环境影响订单量减少，致使薄膜中心营业收入减少 260 万元。为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公司对主要产品采取了降价措施，产品毛利率降低，导致 2019 年上半年利润下降较多。 

3、母公司参股公司 

公司参股的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由于旗下投资公司投资收益减少较多且基金收取的管理费

下降明显等原因，2019 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 1,855.64 万元，较 2018 年同期

5,066.87 万元减少 63.38%。 

（二）主要控股子公司经营情况 

1、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72.70%）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国大恒 2019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1.33 亿元，较 2018 年同期 10.73 亿

元增长 5.59%；实现归属于中国大恒母公司的净利润 4,233.46 万元，较 2018 年同期 2,395.96 万

元增长 76.69%。 

（1）中国大恒主导产业机器视觉组团（包括北京大恒图像分公司、大恒图像子公司、苏州图

锐智能科技、大恒图像子公司下属青岛潍坊、天昱恒等子公司及合资公司潍坊天恒）2019 年上半

年实现营业收入 4.55 亿元，较 2018 年同期 4.50 亿元基本持平；实现税后净利润合计 4,064.08

万元，较 2018 年同期 1,971.46 万元增长 106.15%。 

机器视觉组团在年初已预测到往年部分大客户将会出现订单减少的情况，并做了充足的准备，

制定了较好的应对策略。报告期内，机器视觉组团与其他电子设备厂商及新能源电池厂商的业务

有较大的增长，弥补了减少的订单。 

2019 年上半年机器视觉组团采取了加强管理、控制费用和积极开拓市场等多项措施，巩固了

多年来在印刷物、药品、纺织、玻璃制品检测等行业主导产品的竞争优势，市场占有率稳中有增，

并有效提升了产品毛利率，报告期内利润增加明显。 

机器视觉组团坚持以技术开发和创新为发展基石，在现有技术和产品的基础上，一方面加快

市场开拓，提高利润；另一方面，不断优化现有技术并积极开拓新的方向，力争在科技化大踏步

前进的浪潮中不掉队。2019 年，机器视觉组团致力于提升图像子公司智能检测的算法准确率和图

像分公司智能相机的研发能力，并在苏州图锐 SPI 和 2D AOI 的研发基础上开展 3D AOI、X-Ray

等更有市场潜力和前景的新产品的研发，力争在丰富完善各个分、子公司已有产品的基础上，提



升产品研发及更新换代能力，有效满足客户需求，提高公司技术壁垒。 

（2）中国大恒苹果事业部通过加快产品流转、提高资金流动速度、积极参加苹果举办的各类

促销活动、增加返利等措施，利润稳步上升。2019 年上半年苹果事业部虽然营业收入较 2018 年

同期减少 22.95%，但净利润增长了 188.71%。 

（3）中国大恒参股公司上海大陆期货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49%）2019 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母

公司的净利润 118.39 万元，较 2018年同期 224.37 万元减少 47.23%。 

2、北京中科大洋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68.49%）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科大洋 2019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92 亿元，较 2018 年同期 1.84 亿元

增加 4.35%；实现归属于中科大洋母公司的净利润为-3,892.95 万元，较 2018 年同期-4,633.34

万元减亏 15.98%。 

中科大洋 2019 年上半年营业收入相比去年基本持平，由于严格执行了年初制定的预算方案，

试行一定的收入费用配比等控制原则，加大成本费用控制力度，使得亏损额较 2018 年同期减少。

由于中科大洋的行业特殊性，公司项目结算和货款回笼主要集中在年末，故本报告期内存在收入

与费用不匹配的现象。 

中科大洋始终致力于技术创新，实现了全流程 4K 超高清节目制播完整解决方案，在 4K 节目

制作及 4K 节目播出领域都有应用。 

2019 年上半年，中科大洋调整营销体系，梳理产品线，加大产品与技术的研发力度并关注新

技术的动向。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AI、4K、媒体融合、智能终端等技术的高速发展，

中科大洋业务范围已经由原来的广电行业延伸到报业、教育等多领域，2019 年上半年在湖南、浙

江等地区取得了一定的销售业绩。 

随着国内融合媒体深度融合的发展，2019 年上半年中科大洋先后中标了山东、河北、江西等

多地的融合媒体项目，实现了在本地区或本系统内技术、内容、用户方面的共享，建立了广泛的

互联网媒体传播体系。2019 年 1 月，中科大洋参与完成了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委托、国家广播电视

总局组织的《县级融媒体中心省级技术平台规范要求》、《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规范》两项重要融

媒体中心建设标准的编制工作，凭借在融媒体中心研发实施方面的成功经验，助力全国新一轮融

媒体中心建设的顺利开展。 

3、泰州明昕微电子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00%） 

泰州明昕 2019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229.11 万元，较 2018 年同期 2,611.29 万元减少

52.93%；净利润-1,301.03 万元，较 2018 年同期-1,433.19 万元减亏 9.22%。 



泰州明昕 2019 年上半年加强了改革与管理，对产品结构进行了调整，营业收入下降较多。泰

州明昕将在 2019 年下半年加大原有半导体封装市场的营销投入，加速推进已研发完成的塑封功率

模块封测的市场推广工作，同时研发试产新型塑封功率模块封测并完成塑壳灌胶功率模块封测的

试产。 

4、北京大恒普信医疗技术有限公司（大恒科技持股 95%，中国大恒持股 5%） 

大恒普信 2019 年上半年在研发和市场推广方面持续加大投入力度，营业收入增长显著，净利

润较 2018 年减亏 15.91%。 

2019 年上半年，大恒普信成立了研发中心，加大对眼科医学人工智能研发的投入，并于四川

大学华西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等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在技术积累上持续进步，在应用落地方

面取得了初步成效。目前大恒普信研发的糖网 AI产品通过使用深度学习技术对眼科医疗影像中的

病灶信息进行智能分析识别，并结合眼科医学相关标准给出检测结果，对患者进行分级，并制定

针对性的治疗方案，极大提高了医生的工作效率。 

大恒普信在广东、上海、河南等地的眼科医疗集成化项目实施完毕，并实现眼科信息化产品

与医院现有信息系统无缝集成，融合了各类设备资源和信息资源的共享，有效节约了患者等待时

间。  

大恒普信承建的河南省人民医院眼科医联体项目成功入选全国“医疗健康人工智能应用落地

最佳案例”，该项目是由国家卫生健康委统计信息中心组织遴选和评审，体现了目前在医学人工智

能应用领域的实力。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