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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27                               证券简称：华东科技                          公告编号：2019-050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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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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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东科技 股票代码 00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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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吴毓臻 

办公地址 南京市栖霞区天佑路 7 号 

电话 025-66852685/2686、025-66087777-5606 

电子信箱 wyz@huadongtech.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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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9,868,395.72 2,171,516,863.96 8.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56,970,961.26 -955,101,510.94 -0.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976,313,606.78 -977,835,497.54 0.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20,210,932.78 -36,786,019.95 1,786.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13 -0.2109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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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13 -0.2109 -0.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27% -9.2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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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53,801,447.65 32,193,635,089.33 -2.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837,772,388.36 9,795,046,533.70 -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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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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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中电熊猫

信息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51% 1,110,344,828 1,110,344,828 质押 555,172,414 

南京新工投资

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0.79% 488,566,244 488,566,244   

南京机电产业

（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0.78% 488,203,268    

南京华东电子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62% 163,832,956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 500 交

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72% 32,616,30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65% 29,568,456    

曹宁海 境内自然人 0.48% 21,898,330    

上海市物业管

理事务中心（上

海市房屋维修

资金管理事务

中心、上海市公

房经营管理事

务中心）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25% 11,168,140    

傅瑞长 境内自然人 0.18% 8,193,800    

高淑平 境内自然人 0.16% 7,335,22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南京华东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

关系；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南京机电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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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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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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6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34,986.84万元，同比增长8.21%，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5,697.10

万元，同比减少0.20%。 

平板显示产业：2019年上半年全球面板显示产业正经历寒冬，受终端销售不及预期及品牌高库存的影

响，终端厂商采购需求低迷。内销需求持续疲软，而贸易摩擦升级带来的市场悲观预期加重，外销需求持

续走低，对公司的销售造成间接影响。公司面对显示产业过度竞争的市场环境，持续优化组织流程，加强

产品开发能力，积极向高分辨率、高刷新率、高附加值的产品转移，重点聚焦笔电、显示器等产品的开发、

推广和销售，逐步扩大笔记本中、高端显示产品的市场份额，上半年公司在明确的产品推动策略和激进的

价格策略驱使下，出货量同比上升，2019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204,287万元，同比增幅9%。 

压电晶体产业：2019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2,101万元，同比降幅8%，利润总额53万元，同比降幅65%。

主要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压电晶体竞争形势严峻，行业产能加大，产品销售单价下行，导致公司1-6月份

整体销售规模下滑。但是公司持续加强新品研发，开发国内外高新电子及高附加值客户，上半年公司主要

产品的振荡器和高端产品销量同比均有所增长。 

触控显示产业：处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加快新品研发，拓展新品市场。受国家取消省级公路收费站

的政策推动，ETC产品需求从5月开始迎来爆发，公司订单有所增长。供给品牌客户触摸屏产品销量显著增

长，新开发的穿戴类产品也已形成收入。公司内部通过工艺改进，稳定产品良率，加强供应商管理以及新

材料导入，降本增效。2019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2,205万元，同比增幅29%，利润-3,104万元，同比减亏

15%。 

磁电产业：报告期内，开拓国内市场，加大高附加值大功率变压器生产，开发新领域电源产品。1-6

月完成销售收入5,799万元，同比增幅14.44%，利润总额-123万元，扣除去年资产处置等非经常性损益的影

响，同比利润总额减亏33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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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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于 2017 年修订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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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详见“第十节 财务报告”之“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44.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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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