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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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高科 600095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海伦 王江风 

电话 0451-84348141 0451-84346722 

办公地址 哈尔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迎

宾路集中区太湖北路7号 

哈尔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迎

宾路集中区太湖北路7号 

电子信箱 hhl@hgk-group.com wjf@hgk-gro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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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2,937,439.70 1,001,559,747.40 1.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839,850,938.97 744,361,701.76 1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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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2,161.71 -655,182.24   



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256,268,809.71 69,874,513.07 266.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845,758.45 -12,803,007.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330,515.16 -13,493,09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3593 -1.7633 增加1.404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079 -0.035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079 -0.0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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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4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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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6.08 58,094,308 0 无 0 

刘亚军 未知 1.05 3,784,600 0 未知   

谢征昊 未知 0.98 3,542,500 0 未知   

陈品旺 未知 0.94 3,400,000 0 未知   

祝英 未知 0.90 3,241,700 0 未知   

梅方喜 未知 0.86 3,120,700 0 未知   

许智慧 未知 0.83 3,000,000 0 未知   

张宇 未知 0.72 2,600,000 0 未知   

崔丽杰 未知 0.67 2,430,000 0 未知   

温州联创控股有限公司 未知 0.52 1,886,8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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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哈高科深入贯彻创新发展理念，按照年初确定的工作目标和工作思路，在管理模

式、考核体系、用人机制等方面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给公司的经营工作注入新的活力，公司整

体的管理能力和盈利能力有所提升。 

2019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5,626.88 万元，同比增长 266.7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284.58万元，同比减亏 995.72万元。 

 

（一）主营业务情况 

1、大豆深加工业务： 

公司全资子公司大豆食品公司 2019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5,874.05 万元，同比增长

1,124.37%，主要是贸易收入增加所致。净利润-474.63 万元，同比减亏 129.31 万元。大豆食品

公司设备陈旧、产品产销量低，大客户多数集中在南方沿海城市，产品运距长，运输成本高。2019

年上半年，尽管大豆食品公司在提质降耗、减员增效等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亏损额有所减少，

但仍未能扭亏。 

2、制药业务： 

公司全资子公司白天鹅药业 2019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364.46 万元，同比增长 120.98%，

净利润-597.08万元，同比减亏 243.09万元。 

白天鹅药业的片剂（含生化提取）生产线 2018年 4月 4日通过黑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GMP 认证并获发《药品 GMP 证书》，公司经过充分论证自 2018 年起启动了香茹菌多糖片、头孢克

肟等品种的生产，并逐步恢复胸腺肽肠溶片的生产，但由于恢复生产时间不长，上述产品销量短

期内难以大幅增长，白天鹅药业报告期仍然出现较大金额的亏损。 

3、防水卷材业务： 

公司控股子公司绥棱二塑 2019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117.24万元，同比增长 40.29%，实

现净利润-193.77万元，同比增亏 256.72万元。2019年上半年绥棱二塑在拓展销售区域、新产品

研究等方面有所进展。报告期内亏损主要是坏账计提所致。 

该公司投资建设的纺粘法非织造布生产线，设计年生产能力 3000吨，目前处于设备调试阶段。 

4、工业厂房业务：公司控股子公司临港置业 2019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205.59 万元，同比

增长 5,595.01%，实现净利润-782.09 万元，同比增亏 220.17万元。临港置业投资建设的青岛临

港电子加工区现有 17 栋工业厂房和配套宿舍楼已全部建设完毕，目前还剩余 73 亩地待建设，报

告期内亏损主要是因诉讼计提或有负债所致。 

5、其他业务： 

公司全资子公司高科地产 2019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4,077.70万元，同比增长 15.16%，实

现净利润 1,272.77万元，同比增长 43.38%。高科地产 2019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及利润均来自于哈



尔滨市道里区的“松花江·尚”项目。截止 2019年 6月 30日，该项目剩余住宅可售面积 289.36

平方米，商服可售面积 2,157.11平方米。 

公司全资子公司物业公司主要负责公司历史遗留物业及其他物业的管理。该公司 2019年上半

年实现营业收入 1,014.97 万元，同比增长 43.04%，实现净利润 114.42 万元，同比增长 138.31

万元。 

 

（二）非主营业务情况 

1、本公司持有浩韵控股 45%股权。报告期内本公司与浩韵控股实际控制人钱浩强签署了《补

充协议》，约定将按新的利润分配方式对浩韵控股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的未分配利润 1,039.11

万元及以后年度的利润进行分配；同时浩韵控股 2019 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33.19万元，

上述两项因素综合影响本公司 2019年上半年净利润 548.83万元。   

注：浩韵控股新的利润分配方式为：当哈高科累计获得浩韵控股分红金额≤1.5 亿元时，哈

高科和钱浩强的利润分配比例为 100%和 0%；当哈高科累计获得浩韵控股分红金额＞1.5亿元时，

哈高科和钱浩强的利润分配比例为按实缴股权比例分配。 

2、本公司持有温州银行 54,749,658 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1.85%。根据财政部的规定，公司

至 2019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修订)》、《企业会计准

则第 23号一金融资产转移(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一套期会计(修订)》及《企业会计准

则第 37号一金融工具列报(修订)》(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将持有的温州银行股份按以公允

价值计量，报告期内公司持有的温州银行股份增值 547 万元，影响本公司 2019 年上半年净利润

410.25万元，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无需追溯调整。 

3、本公司持有普尼公司 31.07%股权。普尼公司目前的主要业务是自建或承接光伏电站施工

项目以及太阳能电池组件的生产，受光伏行业的影响，该公司 2019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994.31万元，影响本公司 2019年上半年净利润-308.9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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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自 2019 年 1月 1日起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以及根据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

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的规定变更财务报表的格式，对金融资产的分类

和计量作出如下调整：将原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依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规定，分类调整

至“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报表列报的项目为“其他非流动金融

资产”，具体影响科目及金额见会计报表附注。 

2、公司根据财政部于 2019年 4月 30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

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仅对财务报表的列报项目产生

影响，不会对公司总资产、净资产及净损益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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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