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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43                    证券简称：万通智控                    公告编号：2019-082 

万通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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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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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通智控 股票代码 300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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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滨 李滨 

办公地址 
杭州市余杭区杭州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振

兴东路 12 号 

杭州市余杭区杭州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振

兴东路 12 号 

电话 0571-89181292 0571-89181292 

电子信箱 lb@hamaton.com.cn lb@hamato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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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322,265.05 137,965,665.70 7.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994,522.26 11,631,409.90 3.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7,259,891.78 8,330,251.65 -12.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96,328.91 18,843,758.29 -88.8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6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6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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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1% 2.8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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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042,992.66 517,669,878.90 -5.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23,265,218.73 423,249,701.40 0.00% 

注：表中若出现总数和各分项数值之间和尾数不符或合计百分比数值有差异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4,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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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万通智控控

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25% 100,495,279 100,495,279 质押 32,500,000 

杨富金 境内自然人 6.27% 12,531,547 5,383,108 质押 9,305,608 

中国银河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40% 6,790,000 0   

杭州青巢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0% 5,408,043 0   

杭州瑞儿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8% 4,166,700 4,166,700   

杭州瑞健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7% 3,333,300 3,333,300   

侯立强 境内自然人 1.48% 2,950,000 0   

方汉杰 境内自然人 1.26% 2,527,162 0   

张黄婧 境内自然人 0.72% 1,443,336 1,443,336   

黄瑶芳 境内自然人 0.72% 1,443,336 1,443,33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黄瑶芳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健儿之妻；张黄婧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健儿与黄瑶芳之女；

张健儿为万通控股实际控制人、执行董事；瑞儿投资、瑞健投资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健

儿控制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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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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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9年上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48,322,265.05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5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994,522.26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2%，2019年，世界经济增速下滑，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中美

贸易战也进一步加剧。公司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直面困难和挑战，综合施策，积极应对，引进新的研发团队，拓展新的研发

项目，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客户和海外市场。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强营销团队建设，引进有经验的销售人才；积极主导和参加各类展会，强化市场推广工作，保证

品牌优势。报告期内，公司参加了意大利博洛尼亚汽配展，向国内外客户展示万通智控的企业形象及产品技术，为进一步开

拓国际市场、开发客户建立了基础。通过会展期间的调查和观察，公司收集到新老顾客的信息，准确地了解国内外最新产品

和发明的现状与行业发展趋势等，从而积极制定下一步的发展战略以及产品的研发和改进。 

随着国内汽车行业标准的提升，整车制造商对TPMS系统的需求正逐步扩大，对技术领先的TPMS供应商带来了前所未

有的机遇。对此，公司持续开拓TPMS，对国内各区域销售经理开展定期培训，不断开发国内其他整车制造商客户。 

    境外子公司持续加强与客户、终端销售商的沟通，收集汽车市场前沿信息，了解欧美TPMS市场需求的变化，及时动态

更新升级TPMS产品，保持与主流新车型协议同步，并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在加强与现有国外客户合作的同时，继续开发

其他国外客户，并积极参与国外OEM市场和跨境并购。 

    报告期内，北汽新能源TPMS系统进入量产，多家整车厂的TPMS系统开发完成，预计下半年度逐一批量生产；国内售

后TPMS完成了一对多的替换传感器与工具组件的开发与小批量供货，市场反馈良好；商用车在2018年针对轮胎的贴胎式传

感器的基础上，开发出了捆绑式、气门嘴式，使其TPMS系统多元化。国外售后市场，开发出了具有“Muti-App”功能的传感

器，应用创新型技术的传感器从理论开发进入样品制作阶段。  

    报告期内，公司实施重大资产收购，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与Heitkamp & Thumann KG及其关联企业Westfalia 

Metallschlauchtechnik Verwaltungs-GmbH、Westfalia Grundstücks-GmbH & Co. KG 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股权及资产购买协

议》，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H&T集团旗下的Westfalia Metal Hoses Group相关的股权资产及非股权资产。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健全了公司内控，完善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确保了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等机构的合法运

作和科学决策，并在报告期内完成了公司组织机构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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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对企业财务报表

格式进行调整。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列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

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表项目列报影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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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资产负债表期初数 

调整前项目及金额 调整后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68,097,500.89  
应收票据       1,252,352.72  

应收账款      66,845,148.17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51,399,377.16  
应付票据 - 

应付账款      51,399,377.16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期初数 

调整前项目及金额 调整后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80,857,547.42  
应收票据       1,252,352.72  

应收账款      79,605,194.7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61,410,411.55  
应付票据 - 

应付账款      61,410,4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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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增加了子公司本期购入的CORE Mainstream Luxemburg S.a.r.L和Hamaton  Poland Sp z o o两家公司的财务数据，详

见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万通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健儿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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