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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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华控股 603161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阳 张祥琴 

电话 0519-87835309 0519-87835309 

办公地址 
江苏省溧阳市竹箦镇余桥村永

康路63号 

江苏省溧阳市竹箦镇余桥村永

康路63号 

电子信箱 zqsw@khmm.com.cn zqsw@khmm.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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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3,292,317,897.64 3,390,578,124.38 -2.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288,525,980.16 1,287,482,372.01 0.0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1-6月）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14,081,366.69 260,961,515.23 20.36 

营业收入 673,510,757.64 755,423,351.69 -10.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00,825.71 48,165,152.28 -99.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9,356,247.33 34,273,449.20 -127.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02 3.81 减少3.7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023 0.36 -99.3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023 0.36 -9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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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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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洪民 
境内自

然人 
35.50 47,360,000 47,360,000 无 0 

陈小科 
境内自

然人 
10.07 13,440,000 13,440,000 无 0 

上海尚颀股权投资基金一期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5.46 7,287,464 0 无 0 

江苏科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40 3,200,000 3,200,000 无 0 

上海尚颀增富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1.51 2,010,500 0 无 0 

陈淼淼 
境内自

然人 
1.00 1,334,000 0 无 0 

薛勇 
境内自

然人 
1.00 1,334,000 0 无 0 

周佳芸 
境内自

然人 
0.79 1,058,516 0 无 0 

上海斐君钽晟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0.75 999,900 0 无 0 



扬州尚颀股权投资基金中心

（有限合伙） 
其他 0.74 991,45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陈洪民与陈小科系父子关系；科华投资为陈洪民控

制的公司，陈洪民持有科华投资 100%的股权；尚颀一期、

尚颀增富及扬州基金的合伙人中均有上海汽车集团股权

投资有限公司及上海尚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基金管理人均为上海尚颀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且扬州基金为尚颀增富的合伙

人之一。未知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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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涡轮增压器关键零部件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报告

期内，公司主要产品包括涡轮壳及其装配件、中间壳及其装配件和其他机械零部件。 

公司高度重视技术创新，通过自主研发形成了金属熔炼过程控制、机械加工生产线优化、防

误操作系统设计、真空吸铸等多项技术，具有相应的自主知识产权。公司 2019年获得了博格华纳

宁波“同心同行·质量优胜奖”和上海菱重“优秀供应商奖”。经过多年的实践积累，公司已具

备涡轮增压器关键零部件产品的大批量生产能力，产品设计不断优化，产品质量不断提高。目前，

公司已进入盖瑞特、博格华纳、上海菱重等全球知名涡轮增压器制造商的合格供应商名录，并与

之形成了持续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报告期内，主营业务、主要产品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报告期内，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不同程度影响了各行业的正常经济活动。受此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和利润出现下滑。公司 2020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67,351.08 万元，营业

收入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10.84%，主要因疫情影响，客户需求短期内收缩下降。公司 2020 年上



半年实现净利润 30.08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99.38%，主要受以下四点因素影响：（1）报告期内

营业收入下降 10.84%；（2）报告期内原材料成本上升，其中主要原材料镍等贵金属价格上涨；（3）

2019 年下半年及报告期内公司中关村项目和南厂区项目在建工程陆续转固，固定资产折旧增加；

（4）报告期内，疫情期间公司遵照国家及江苏省相关疫情防控安排文件要求延迟开工，期间公司

仍按标准支付员工薪酬。 

2020年上半年公司还开展了以下工作： 

1、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公司高度关注疫情发展态势，在努力做好公司疫情防控及自身生产经

营工作的同时，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公司根据江苏省相关文件开启全面复工

前，在溧阳市卫健委的大力支持下，组织开展对外地返司员工进行核酸检测，确保员工安全生产

生活。全面复工后，公司密切关注疫情发展态势，疫情防控措施常抓不懈，为员工免费提供口罩、

消毒水等物资，并安排上下班测温工作。 

2、依法合规信息披露，积极开展投资者关系工作 

公司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的规定，严格执行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并做好内幕信

息知情人登记和管理，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非常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接听投资者电话、答复 e 互动平台的

投资者提问等方式，不断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交流，增进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和认同。 

报告期内，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7 日通过中国证券网平台召开了“2019 年度利润分配暨业绩

说明会”，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和董事会秘书通过文字问答与投资者进行了交流，

深入听取和了解了投资者的想法和意见。 

3、积极推进再融资工作 

公司分别于 2020年 4月 20日和 2020年 5月 15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相关议案。公司积极配合保荐

券商开展尽调工作，并已向中国证监会递交了《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核准》的申请。2020年

7 月 22 日，公司取得了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

201939】。 

4、推进重大投资项目建设 

2020年上半年，公司南厂区项目的厂房及基础设施建设按下“快进键”，截至报告期末，南

厂区项目一期生产车间已建设完成，相关配件及装配车间正稳中有进的推进建设中。 



5、提升产品品质，做好成本管控和跟踪市场需求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推进“工序内保证质量计划”，同时在各个事业体内部定期开展质量提升月

活动，建立全员质量意识，进行全面质量管理，提升产品品质。 

公司已设立战略采购科，进一步完善供应商制度，与公司主要原材料供应商通过建立长期战

略合作关系，努力降低原材料成本，为公司争取更大空间。同时公司“降本增效”这一举措颇具

成效，从管理上为公司节约了成本。 

同时公司也通过深入研究疫情对汽车行业的影响，做好研发和产品规划，提升生产效率，及

时应对响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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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财

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

“新收入准则”）文件规定，

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

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

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

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新收入准

则；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新收入准

则。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 

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首次

执行新收入会计准则的累积

影响仅调整首次执行新收入

会计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

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

额，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执

行新收入会计准则不会对公

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

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

本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

大变化，不会对财务报表产生

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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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