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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88                               证券简称：华工科技                            公告编号：2019-39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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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均对此无异议。  

公司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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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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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工科技 股票代码 000988 

股票上市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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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含树 姚永川 

联系地址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 027-87180126 

电子信箱 lhs@hgtech.com.cn yyc@hgtech.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未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554,416,241.80 2,741,690,895.27 -6.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31,204,839.67 180,623,190.96 83.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59,070,247.02 142,182,882.81 11.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9,058,687.68 -302,378,366.97 67.2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 0.18 8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 0.18 8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69% 3.40% 2.2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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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元） 8,925,198,213.84 8,771,421,915.00 1.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954,386,587.25 5,686,056,659.69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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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74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持股 5%以上的普通股股东或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报告期末持

有的普通股

数量 

报告期内增

减变动情况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普通股数

量 

持有无限售

条件的普通

股数量 

质押或冻

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

量 

武汉华中科技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7.68% 278,287,568 -10,055,100 0 278,287,568 - -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64% 26,497,700 0 0 26,497,700 - - 

长城（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长城国泰－定增 1 号契约型私

募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34% 23,548,738 0 0 23,548,738 - - 

武汉东湖国隆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武汉东湖华工定增私募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5% 20,629,419 -1,554,124 0 20,629,419 - -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2% 18,316,119 -8,348,282 0 18,316,119 - - 

华融瑞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6% 12,658,227 0 0 12,658,227 - - 

南通金玖锐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汇

金锐定增 5 期私募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4% 11,455,696 0 0 11,455,696 - - 

安信基金－农业银行－华宝信托－安心

投资【6】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4% 11,438,607 0 0 11,438,607 - -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9% 10,000,000 -4,000,000 0 10,00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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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5% 9,591,793 3,195,000 0 9,591,793 - -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因配售新股成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的情况（如有）（参

见注 3） 

“长城（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长城国泰-定增 1 号契约型私募投

资基金”、“武汉东湖国隆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武汉东湖华工定增私募投资

基金”、“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华融瑞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通金

玖锐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汇金锐定增 5 期私募投资基金”、“安信基金－农业银

行－华宝信托－安心投资【6】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因认购公司 2017 年非公开发

行新增股份，成为公司前 10 名股东，所认购股份已于 2018 年 12 月 10 日解除限

售并上市流通。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流通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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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司债券情况（不适用） 

公司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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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9 年全球经济仍然处于持续下行的趋势之中，贸易战对制造业的压制影响持续显现，市场竞争进入

比拼品牌、品质、性价比、产品力等企业综合竞争力的阶段。华工科技秉持“积极发展、有效管控，全面

提升经营质量”的思路，面向价值客户精准发力，不遗余力提高市场份额；坚持开放式创新，推动产品结

构转型升级；通过管理效率、资产效率、制造效率的全面提升，驶入高质量发展通道。本报告期，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 25.54 亿元，同比下降 6.83%，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3.31 亿元，同比增长 83.37%，剔除交易性

金融资产影响，扣非后净利润 1.59亿元，同比增长 11.88%，经营性现金流净额同比增长 67.24%。 

公司深入贯彻“向高端制造、服务型制造转型”思路，以市场为导向，顺应行业发展趋势，产品与技

术持续优化，关键市场领域持续发力。公司激光先进装备制造业务从激光工作站装备向“激光+智能制造”

解决方案转型，提升自动化和智能化集成能力，激光切割产品销售同比大幅增长；智能化工厂样板点与中

铁宝桥、上海宝钢等展开深度合作；承接线体项目进一步扩大了公司在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市场份额；精密

激光持续深化营销变革，产品从单机工作站向“激光+自动化”转型，自动化类合同订单同比大幅增长；

焊接产品成功进入锡焊应用市场；玻璃切割行业专机形成批量订单，成为新的增长点；标记产品在无线充

电、激光清洗、自动化等行业取得突破。成功开拓东南亚、东欧市场，国际业务实现快速增长，海外品牌

知名度显著提升。光通信业务紧抓 5G、数据中心、全球市场、全场景应用，重点布局 25G、40G/50G、100G、

400G 等高端产品，实现 5G 产品全覆盖。25G 光模块产品已成功导入全球四大设备商；100G 双速率产品在

海外批量发货；400G系列产品小批量试产。公司持续推进精益管理，模块产品盈利能力显著提升，智能终

端业务实现扭亏，产品和客户结构多元化取得突破。传感器业务优化水加热产品工艺，推动超高温传感器

自动化项目实施，传统空调业务销售持平，冰洗、生活电器业务同比大幅增长，新能源汽车业务发展迅猛。

激光全息防伪业务中微透镜阵列、PC 卡片层压、水转印直烫膜等新品，成功抢占国内名酒、医药、日化、

证卡等快消品市场先机，实现非烟市场转型突破，战略产品全息定位转移纸销售大幅增长。 

公司秉持“重利润大于重规模”的经营指导思想，始终把效益放在公司发展的首位。上半年，公司强

力推动供应链招标革新、优化供应链管理，有效降低采购成本；搭建集团资金管理平台，实现跨公司、跨

区域、跨银行的资金归集，提高了资金周转率，降低了外部融资成本；持续优化精益管理，不断进行精益

改善，优化人员结构，激活人才潜能，强化协同提高组织执行力，提升了人均贡献率；公司全面加强经营

管控数字化、过程管控精细化、流程管控规范化、费用管控系统化、生产管控精益化，实现管理提质，持

续降本显成效。 

在贸易争端加剧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公司高度关注中美贸易战对经济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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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及汇率波动产生的风险，并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具体内容详见本半年度报告全文相关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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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相关要求，公司对原采用的金融工具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新金融准则

的会计政策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该会计政策的变更经过 2019 年 3 月 27 日华工科技第七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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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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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马新强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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