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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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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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体科技 603679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辉 徐洁 

电话 （028）85871857 （028）85871857 

办公地址 四川省双流西南航空港经济开

发区双华路三段580号 

四川省双流西南航空港经济开

发区双华路三段580号 

电子信箱 zqb@huaticn.com zqb@huati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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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3,749,441.98 850,866,554.35 29.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631,903,274.83 584,061,039.87 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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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916,222.32 -51,936,002.58   

营业收入 312,987,405.60 273,396,618.21 14.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0,201,068.37 31,894,535.72 57.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9,840,377.11 28,044,183.20 77.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8.26 6.00 增加2.2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971 0.3163 57.1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967 0.3147 5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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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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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熹 境内自

然人 

17.17 17,339,245 16,993,945 质押 6,190,000 

梁钰祥 境内自

然人 

14.07 14,206,597 14,206,597 质押 4,500,000 

王绍蓉 境内自

然人 

13.89 14,026,331 14,026,331 质押 3,240,000 

东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5.09 5,138,853 0 无 0 

苏州亿新熠合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97 3,000,000 3,000,000 无 0 

陈春莲 境内自

然人 

2.34 2,362,622 0 无 0 

王绍兰 境内自

然人 

2.04 2,055,266 2,055,266 无 0 

唐虹 境内自

然人 

2.04 2,055,266 2,055,266 无 0 

刘辉 境内自

然人 

2.04 2,055,266 2,055,266 无 0 



王肇英 境内自

然人 

2.04 2,055,266 2,055,266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梁钰祥与梁熹为父子关系，梁钰祥与王绍蓉为夫妻关

系，王绍蓉与梁熹为母子关系，王绍蓉和王绍兰、王肇英

是姐妹关系，梁熹和刘辉、唐虹是表兄妹关系，刘辉与王

肇英为母子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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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1,298.7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14.48%。公司营业收入呈稳

定增长态势。 

公司主营城市照明领域的方案规划设计、产品研发制造、工程项目实施和运行管理维护服务

等业务，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31,070.07万元，占比为 99.27%，为营业收入的主要来源。

公司主营业务突出，整体发展趋势良好。公司上半年通过采取积极的销售策略、研发新产品、提

高产能和增强供货能力等方式，使得营业收入稳步提升。报告期内，公司其他业务收入为 228.67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0.73%，主要为公司出售的废铁废钢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增长原因分析如下： 

1、市场需求保持稳步增长 

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国家对于道路照明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将持续增长。随着

城市道路建设与改造、升级的不断增加，城市照明产品的市场需求稳步增长。此外，为适应节能

环保新的需要，国家连续出台政策推动更为节能环保的新型灯具的使用，未来几年，在政府政策

大力支持的背景下，节能环保型城市照明替代传统照明将成为城市照明行业新的增长点。 

2、公司独特的经营模式和雄厚的综合实力 

报告期内，公司凭借独特的经营模式以及多年的积累，在基础研发、方案规划、产品设计、

生产制造、质量控制、技术支持以及服务保障等方面的综合实力已处于国内同业领先地位，也获

得了市场的高度认可。公司城市照明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位居西部地区前列，省外业务持续增长，

成为国内最大的城市照明综合服务提供商之一。 



3、公司利用智慧路灯进入智慧城市，探索智慧路灯和智慧城市业务的深度融合并创新商业模

式 

智慧路灯运营服务是在路灯项目建设完成后，取得路灯及其周边设备的一定时间的运营权，

主要包括:充电桩的运营、信息广告发布、特许灯杆上搭载 4G/5G 基站并提供服务、WIFI 运营增

值服务、智慧停车增值服务等。目前，公司与成都市双流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并中标该项目，

项目采用投资建设运营的商业模式推广智慧路灯，进一步在公司原来的业务模式基础上形成更持

续的盈利能力；同时公司中标并已完成《丽江市古城区智慧路灯 EPC 项目》的建设，目前已进入

运营期，该项目实现了区域化的智慧路灯投资建设运营。公司通过建设加后期运营的模式，公司

逐渐建立了从单一的产品销售逐步升级为产品销售加智慧城市运营服务全产业链的模式。 

4、个性化的定制服务优势明显 

近年来公司通过技术研发和服务经验的积累，将客户个性化需求转化为产品的速度进一步加

快，创造性满足了客户需要，奠定了良好的客户基础，整体市场优势明显。公司开创性的提出“城

市文化照明”理念，在城市照明设计中引入“文化定制”概念，通过照明设计技术和灯光艺术的

结合，设计出一系列文化定制类照明产品，进一步提升了城市的文化品位。 

5、优秀的技术研发能力和丰富的产品线 

近年来，我国城市照明应用领域正逐步从传统照明转向城市文化照明和绿色照明。公司紧跟

行业发展趋势，最近几年一直专注于城市文化照明和绿色照明两大领域的技术研发、产品设计，

在提升城市照明规划及方案设计能力的同时，文化定制类照明产品和 LED照明产品销量持续增长，

并取得了相应的实用新型专利或外观设计专利；同时，公司不断加大城市照明新技术研发投入，

自主研发了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慧路灯产品，为各地智慧城市的建设及大数据产业的发展提供了

崭新的技术手段。丰富的产品线为客户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而优秀的技术研发能力进一步满足

了客户个性化需求，两者共同形成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从而保证公司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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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

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

产转移（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

期会计（修订）》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

金融工具列报（修订）》(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第十次会议 

无影响 

财会[2019]6 号《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

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第十次会议 

详见第十节财务报告 

财会[2019]8 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次会议 

无影响 

财会[2019]9 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的通知》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次会议 

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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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