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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78                                证券简称：华昌达                            公告编号：2019-098 

华昌达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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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无异议声明 

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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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昌达 股票代码 300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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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华家蓉 亢冰 

办公地址 湖北省十堰市东益大道 9 号 湖北省十堰市东益大道 9 号 

电话 0719-8767909 0719-8767909 

电子信箱 
hchd@hchd.com.cn  

hchd_zq@hchd.com.cn 
kangbing@hchd.com.cn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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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7,155,347.43 1,207,790,652.02 -32.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92,821,536.71 23,680,672.67 -2,181.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173,213,096.27 21,605,176.75 -901.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4,978,242.25 136,467,309.15 -132.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235 0.0434 -1,99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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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235 0.0434 -1,997.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96% 1.45% -3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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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6,242,096.56 4,548,848,001.72 -7.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05,157,433.46 1,697,489,260.42 -29.0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6,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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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华 境内自然人 27.46% 164,331,158 132,075,657 
质押 162,349,900 

冻结 164,331,158 

石河子德梅柯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46% 122,442,778 122,442,778 

质押 122,100,000 

冻结 72,000,000 

罗慧 境内自然人 2.42% 14,478,000 10,858,500 
质押 14,400,000 

冻结 14,478,000 

陕西省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公

司－陕国

投·永利 33 号

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2.34% 13,998,600 0   

陈泽 境内自然人 0.99% 5,921,638 4,441,228 质押 5,900,000 

徐学骏 境内自然人 0.94% 5,600,122 4,900,000   

刘涛 境内自然人 0.78% 4,655,500 4,610,000   

何可敬 境内自然人 0.76% 4,520,000 4,520,000   

李克 境内自然人 0.75% 4,500,000 4,500,000   

曹鹏 境内自然人 0.74% 4,400,000 4,4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石河子德梅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陈泽、徐学骏为一致行动人；除此公司未

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马良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770,9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770,9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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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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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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湖北华昌

达智能装
备股份有

限公司
2017 年面

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
期） 

17 华昌 01 112508 
2017 年 03 月 22

日 

2019 年 03 月 22

日（按本期债券
期限 2+1，则到期

日为 2020 年 3 月
22 日） 

23,799.98 8.5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70.80% 62.26% 8.5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0.29 2.27 -55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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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1,715.53万元，同比减少32.34%，主要是受汽车行业整体环境影响报告期内完工验

收项目同比减少。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9,282.15万元，报告期内，计提预计负债2.79亿元，商誉减值计提
8,331.06万元,固定资产处置损失4,684.07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开展的工作主要有： 
1）内部管理及人员优化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对集团的各职能板块进行整合及垂直管控，不断优化管理模式，加强下属公司各部门工作传递紧密

性，使市场、项目、技术、制造、采购、财务、人力资源等方面的高效衔接和协同作战。人员方面，上半年公司降本增效，

为提高人均效益的目标，对人员进行优化及岗位调整，同时加强绩效考核，将考核结果与员工的薪酬待遇、岗位调整、培训

开发等挂钩，以实现人才在公司内部各岗位的优化配置，建立高素质、精干、高效的员工队伍。下半年，公司将继续强化内

部管理工作，夯实集团结构，提高风险抵御能力。 

2）市场销售方面 

报告期内，由于汽车市场销售整体不景气，影响到车身设备相关企业的业务大幅下滑，公司业务饱和度下降，在这一行

业低迷的环境下，公司各业务板块积极统筹销售资源，积极拓宽产品应用领域和市场，对预投项目进行筛选，集中力量功投

优质项目。下半年，公司将继续加强营销团队建设、加强与客户合作广度和深度，为客户提供高性价比的产品和优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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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公司品牌知名度和客户满意度，增强企业综合竞争力，逐步提高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3）项目管理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以创优质工程为目标，以项目合同为纽带，做好项目承接、施工、交付、售后等各项工作，得到了

客户的一致好评。项目现场人员管控方面，根据项目阶段合理安排现场人员工作及调休，有效控制了人员成本；供应商管理
方面，增设了供应商索赔机制，增加与供应商谈判中的优势性。下半年，项目部将加强与销售团队的工作对接，及时共享各

类项目施行信息，有效促进项目高质交付，从而保证客户的可持续开发。 
4）产品技术研发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坚持研发投入，根据年初规划制定的研发计划，不断推进研发试制进度。同时增加新旧技术人员培

训，加强及鼓励部门员工的责任心、专业精神及细致的工作的引导。以点辐射面，以深挖问题根源加强技术人员专业态度，
减少不应该出现的错误以及由此导致的差换，以至降低成本。上半年新申报实用新型及专利九项，新增发明专利“一种机械

式升降滑板的顶升装置及滑板输送线”。下半年将继续以公司年中制定的目标，完成技术中心人员结构优化，根据目前的业
绩情况及人员负荷状态，合理安排工作计划及未来工作人力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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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于2017年发布了修订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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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四项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
具准则”）。 

财政部于2019年4月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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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财务报表

格式”），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的要求编制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

间的财务报表。 

本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修订后的准则和财务报表格式，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及财务报表格式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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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德梅柯汽车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在十堰新设全资子公司德梅柯智能装备技术（十堰）有限公司，

合并范围详见《2019年半年度报告》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特此公告。 

 
 

华昌达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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