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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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半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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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讯科技 603015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郑琴 李达 

电话 0574-86838286 0574-86838286 

办公地址 宁波市北仑区大港五路88号 宁波市北仑区大港五路88号 

电子信箱 info@techmation.com.cn info@techma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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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4,041,216.70 1,594,536,205.39 2.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188,101,717.27 1,208,727,488.58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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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972,747.45 40,137,512.60 71.84 

营业收入 292,116,728.52 398,810,979.80 -26.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13,564,601.06 48,069,337.14 -71.78 



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989,116.91 47,406,145.30 -85.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11 3.95 减少2.8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3 0.12 -7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3 0.12 -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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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0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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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D FACTOR LIMITED 境外法人 58.29 237,327,700 0 质押 94,620,000 

一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39 5,672,500 0 无   

宁波和圆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58 2,381,500 0 无   

董坚强 境内自然

人 

0.58 2,360,000 0 未知   

嘉兴市秀洲区天丰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 

未知 0.58 2,350,000 0 未知   

霍锡畴 境内自然

人 

0.22 892,000 0 未知   

孙沛凡 境内自然

人 

0.21 837,700 0 未知   

李青松 境内自然

人 

0.17 703,100 0 未知   

刘焕琴 境内自然

人 

0.17 698,895 0 未知   

罗妙冬 境内自然

人 

0.17 688,0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RED FACTOR LIMITED、一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和圆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间不是一致行动人。其

他股东未知其有否关联关系与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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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三季度开始受全球经济增长动能减少，中国经济增速回落明显。中美贸易战给多个行业

带来影响，塑料机械设备投入减少，下游总体市场需求呈现低迷态势，传导效应尚在持续，报告

期内尚未明显回暖，公司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减少 26.75%。 

一、工业自动化智能化板块经营情况： 

(一)工业控制类（主要指塑机控制系统与驱动系统类） 

报告期内，工业控制类（主要指塑机控制系统）与驱动系统类（主要指伺服节能系统）两大

产品受下游影响出货量下降，实现营业收入 26,165.22 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25.6%。下游市场

主要是塑料机械行业，以注塑机为主以及注吹机、吹瓶机、橡胶机等各类机械。随着新一代控制

系统、伺服节能系统的完全导入，高端伺服系统总成 SANDAL 批量出货的规范与标准优化，报告期

内高端伺服系统总成 SANDAL 在手订单较去年同期增幅显著。 

公司将持续围绕塑料加工行业“工业 4.0”目标，从智能制造生产单元至智能制造完整解决

方案延伸。报告期内，公司在 2019 CHINAPLAS 展会上全新推出弘塑云（tmPlasCloud）,弘塑云主

要提供 SaaS 服务类产品，在原塑机联网制造管理系统 iNet 基础上，借助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等

手段，与移动通讯运营商以及云服务商强强联合做到优良的性价比，不仅限于设备层与软件平台

本身的交互，同时实现横向跨系统整合，包括 ERP 系统、MES 系统及其他第三方应用平台，实现

云端模式下的信息化管理平台，成为塑料加工智能工厂解决方案的最佳选择，是塑机终端用户迈

向“工业 4.0”的基石。 

(二)机器人 

报告期内，着力在塑料加工专用直角坐标机械手项目与公安系统服务机器人项目的推进。 

推出多款直角坐标机械手结合塑料加工自动化解决方案在客户端进行验证，以提高方案稳定

性，该项目将充分共享现有客户与产品资源。在公共服务机器人方面，已完成广东省打造“智慧

新警务”所需的自助接报案笔录机器人、智能审讯系统、智能快速办案系统、智能看守所谈话管

理系统、取保监居系统、法院自助机器人等一系列智慧新警务的公共安全服务机器人。报告期内，

伊雪松在公共安全事业智能机器人领域又实现新的突破，完成了广东省首个智能禁毒机器人“天

澈 e 号”，为后续多方位参与智慧警务建设作好准备。 

二、新能源板块经营情况 

随着意大利 EEI 在上年度完成股权架构与管理组织的调整优化，团队士气与工作效率得到明

显提升。报告期内 EEI参加了 Intersolar Europe 2019 德国慕尼黑储能展，10th International 

Partical Accelerator Conference 2019 IPAC 澳大利亚墨尔本国际粒子加速器大会，不断提高

EEI 在欧洲市场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2019 年 3 月，EEI 接获奥地利政府旗下公司的质子离子治疗中心电源设备订单，合同金额 590

万欧元，于 7 月追加 190万欧元，EEI将为其提供全套加速器之电力转换系统，合同交付期 2 年，



2019 年高效推进此订单的交付。 

持续研究基于高效的储能系统，推出直流快速充储一体化方案，解决多组快充系统对电网波

动以实现最佳化的使用效益，推动落实大型 2MW/4WMH 的储能集装箱测试验证，完成了 MW 级的一

体化储能系统方案，可用于工厂及电厂需量反应及削峰平谷。同时，重点加强储能产品在东南亚

市场的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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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本报告第十节 财务报告 五 41、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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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