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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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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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脉科技 603042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重北 王静 

电话 025-52707616 025-52707616 

办公地址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工业集中区

润丰泽路66号华脉国际广场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工业集中区

润丰泽路66号华脉国际广场 

电子信箱 edd@huamai.cn edd@huam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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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2,238,655,754.90 2,126,810,968.46 2,126,810,968.46 5.2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770,609,132.72 783,703,195.75 783,703,195.75 -1.67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1-6月） 调整后 调整前 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782,243.50 -198,120,336.96 -198,120,336.96   

营业收入 443,395,049.70 501,699,760.66 672,274,641.00 -11.6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3,354,347.89 -5,588,934.35 12,407,158.5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21,134,335.17 -6,428,551.01 11,567,541.87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72 -0.64 1.41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972 -0.0442 0.088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972 -0.0442 0.0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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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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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胥爱民 境内自

然人 

25.71 34,971,428 34,971,428 无 0 

上海金融发展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0.22 13,894,200 0 无 0 

王晓甫 境内自

然人 

8.18 11,127,273 0 无 0 

张凡 境内自

然人 

5.80 7,885,862 0 无 0 

鲁仲明 境内自

然人 

4.68 6,360,447 0 无 0 

吴珩 境内自

然人 

3.51 4,768,831 0 无 0 

窦云 境内自

然人 

1.85 2,510,421 0 无 0 

吴体荣 境内自

然人 

1.75 2,384,416 0 无 0 

张国红 境内自

然人 

1.50 2,044,221 0 无 0 



陈风琴 境内自

然人 

0.50 680,3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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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作为通信网络物理连接设备制造商，主要为国内外电信运营商、电信主设备商、网络集

成商、政企客户和海外电信运营商提供通信网络连接、无线接入、整体智能化 ODN 解决方案和物

联网应用解决方案。公司主要客户为我国三大通信运营商及其合资设立的中国铁塔公司，公司经

营业绩受其资本开支及国家政策影响明显。 

近年来，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错综复杂，中美贸易摩擦频繁升级，国际经济关系紧张导致经

营环境产生较大的不确定性。国内三大运营商 4G 深度覆盖基本已经完成，通信行业业务增速趋

缓，运营商部分招标采购有所延迟，运营商资本投入明显放缓，资本支出减少，行业内竞争激烈，

产品市场价格下行，销售毛利率水平同比下降，再加上目前运营商集采招标主要以最低价中标的

模式拉低了公司产品的销售价格，而原材料价格并未同比下降，部分原材料价格甚至上升，导致

公司整体毛利率下降，因此公司经营发展面临极大的困难和挑战。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4,339.50万元，同比下降 11.62%；实现净利润 -1,793.74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35.43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1）4G 网络已基本覆盖完成，运营商等主要客户相关资本投入大幅减少，5G 尚未规模化商



用。 

（2）受通信行业整体运营影响，运营商提速降费，为降低成本，运营商采取最低价中标方式，

导致同行业收入利润整体下降。 

（3）围绕 5G系列产品还没有形成规模销售，尚未构成新的利润增长点。 

（4）随着客户需求变化及通信行业技术更新换代替代的加快，为应对未来行业发展趋势，公

司相应加强产业布局，增加人才引进，加大研发投入导致公司运营成本上升，利润下降。 

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公司在深耕主业的同时加强技术创新，延伸产业链，克服部分原

材料供应、价格持续上涨的不利影响，对外降低原材料采购成本，对内降本增效。报告期内，公

司开展的主要工作如下： 

（一）产业布局方面：公司加强四大产业板块“通信设备制造”、“军民融合”、“物联网运用”、

“高端制造”布局，在深耕通信主业的同时，紧密围绕现有产品做好产业链的延伸，推进 5G建设

配套产品解决方案及产品研发，加速 “合路器”、“POI”等相关产品的研发进程；推进物联网在

智慧医疗、智慧教育等行业的应用，公司依托南京邮电大学泛在网络健康服务系统工程研究中心、

江苏省无线通信重点实验室等研发平台，与南京市鼓楼科技创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

边缘智能研究院南京有限公司，基于边缘计算科技领域内的技术研究和开发；推进与通信行业知

名客户如华为、中兴等公司在现有合作的基础上探索深层次合作。 

（二）市场营销方面：公司根据通信市场发展状况重新定位、细分客户，确立运营商市场、

政企行业市场、海外市场等客户类型。调整现有市场网络、设立大区制、强化省级公司开发，成

立政企运营中心，加强行业市场开发，加快海外市场开发力度，设立驻外办事机构，形成三足鼎

立的市场格局。 

（三）人力资源管理方面：明确人力资源管理方向，做好总体人力资源规划，加强人才队伍

引进，充实人力资源储备，改变用人时临时招聘，成本高且质量难以保证的状况；强化绩效考核，

提升培训后的考核力度；完善人才培养机制，科学定岗定责，提供具有针对性、实用性的技能培

训以满足员工持续技能提升的要求，实现员工与公司共同成长。 

（四）管理创新方面：持续提升管理水平，进一步加强公司规范运作与提升内部控制水平，

健全管理制度和流程建设，建立重大合同评审制度。创新降本增效工作方法，确定降本工作方向。

按照“全员、全要素、全过程”的要求落实公司降本增效工作，执行“采购核算底价、源头厂家

采购、货比三家”采购模式，密切关注市场材料价格；改进生产工艺，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人工

成本；公司加强体系建设工作，坚持体系运行闭环管理，促进体系运行质量持续提升，完善质量



管理制度和作业流程，提升质量问题管控能力，提高工作效率，促进管理水平提升，通过运用信

息化工具实现运营过程管控，有效提升运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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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已经公司 2019年 8月 28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第

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财会[2019]6 号的相关规定，公司属于已执行新金融准

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需结合上述规定对财务报表格式及部分科目列报进

行相应调整，主要变动内容如下：1、资产负债表项目：（1）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

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两个项目；（2）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

据”和“应付账款”两个项目；（3）新增“交易性金融资产”、“应收款项融资”、“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项目”、“租赁负债”项目。减少“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负债”、“长期应付职工薪酬”项目。2、利润表项目：（1）利润表“减：资产减值

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2）新增“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

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号填列）”、“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填列）”、“信

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调整“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明细项列示； 

3、现金流量表项目：（1）删除“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净增

加额”项目；（2）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

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4、所有者权益变动表项目：（1）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的填列口径，

该项目反映企业发行在外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的金额。（2）

新增“其他综合收益结转留存收益”并明确填列口径。公司按照财会[2019]6 号文对报表格式及

部分科目列报进行相应调整，不影响以前年度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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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