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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47                            证券简称：恒铭达                           公告编号：2019-051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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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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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铭达 股票代码 002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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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荆京平 李子婧 

办公地址 江苏省昆山市巴城镇石牌塔基路 1568 号 江苏省昆山市巴城镇石牌塔基路 1568 号 

电话 0512-57655668 0512-57655668 

电子信箱 hmd_zq@hengmingdaks.com hmd_zq@hengmingdak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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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880,601.83 196,225,883.98 9.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3,048,871.99 43,347,787.80 45.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4,286,945.09 42,310,648.05 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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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2,535,917.44 108,104,726.11 31.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414 0.4756 13.8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414 0.4756 13.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24% 9.75%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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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8,084,215.77 648,479,351.46 84.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13,938,047.92 548,920,477.93 10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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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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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荆世平 境内自然人 38.19% 46,400,000 46,400,000 质押 7,250,000 

深圳市恒世达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58% 8,000,000 8,000,000   

夏琛 境内自然人 5.06% 6,153,846 6,153,846   

荆京平 境内自然人 4.60% 5,594,406 5,594,406   

张猛 境内自然人 3.16% 3,840,000 3,840,000   

深圳市创新投

资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15% 3,827,873 3,827,873   

海通开元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86% 3,478,261 3,478,261   

上海崴城企业

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19% 2,662,937 2,662,937   

常文光 境内自然人 1.98% 2,400,000 2,400,000   

深圳市恒世丰

资产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8% 2,400,000 2,4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荆世平、荆京平、夏琛为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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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全体员工精诚团结，攻坚克难。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3,880,601.83元，较上年

同期上升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63,048,871.99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45.45%。 

 在新客户开发方面，公司秉承“求实创新、开拓进取、永续经营”的经营理念，致力于成为一家和谐的、有竞争力的世界

级企业。为有效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公司不断加大新客户市场开拓力度，本年度新增了多家客户的合作。通过与其建立的密

切合作关系，为公司提供了更多的商业机会，获取更多的产品订单，提高了产品市场占有率。 

在研发体系建设方面，报告期内，公司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增加研发投入，密切追踪最新技术及发展趋势，持续

开展对新技术的研究，加快产品创新；积极培养和引进了高水平的技术研发人才，进一步提升了研发队伍的创新能力。 

在内控体系完善方面，报告期内公司结合经营管理实际，对公司的内部管理制度进一步优化，积极布署电子审批流程，

管理水平不断提高，有效促进了工作效率的提升。 

在募投项目方面，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2061号”《关于核准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26,271,100.00元，报告期

内公司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4,324,934.1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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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通知》（财会[2017]7

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的通知》（财会[2017]8号）和《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

第24号--套期会计>的通知》（财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

报>的通知》（财会[2017]14号）。针对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

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

则”）四项会计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按照上述要求，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新金融工

具准则。 

       2019 年 4 月 30 日，财政部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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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财会[2019]6号的要求编制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

以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2019 年 5 月 16 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 号），公司按照该文件的规

定对原会计政策进行了相应变更。 

       2019 年 5 月 9 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 号），根据要求，公

司按照该文件的规定对原会计政策进行了相应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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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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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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