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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99                           证券简称：光威复材                           公告编号：2020-044 

威海光威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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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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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威复材 股票代码 300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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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颖超 孙慧敏 

办公地址 威海市高区天津路-130 号 威海市高区天津路-130 号 

电话 0631-5298586 0631-5298586 

电子信箱 info@gwcfc.cn info@gwcf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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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004,802,517.44 836,177,934.01 20.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51,734,850.55 310,127,044.79 13.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326,565,033.81 283,181,870.48 15.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2,788,353.77 481,133,538.37 -66.1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8 0.60 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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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8 0.60 1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63% 10.49%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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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0,367,679.64 4,062,536,347.93 1.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345,656,486.38 3,245,487,222.06 3.0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7,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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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海光威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33% 193,525,940 193,525,940   

北京中信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其他 13.16% 68,229,466    

潍坊秉威新材料

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3.43% 17,757,06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其他 2.80% 14,511,332    

全国社保基金五

零三组合 
其他 1.66% 8,599,920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兴

全社会责任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0% 7,800,000    

全国社保基金四

零六组合 
其他 1.42% 7,368,442    

全国社保基金一

一一组合 
其他 1.01% 5,255,232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汇添富

中盘积极成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98% 5,103,166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鹏

华中证国防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86% 4,475,14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知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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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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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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全球爆发新冠肺炎疫情，经济下行压力加剧，企业正常生产经营面临严峻挑战。公司在董事会的坚强领导下，

及时制定了疫情防控实施方案，坚持“防疫情、保安全、稳生产”的方针，积极采取各项措施，在确保员工安全、健康的前提

下，全力组织复工复产，积极有序地恢复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公司全体员工齐心协力，攻艰克难，公司整体经营稳健良

好。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0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0.1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2亿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13.4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27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5.32%。其中，碳纤维（含织物）业务实现收入5.78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6.47%，风电碳梁业务实现收入3.1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85%；预浸料业务实现收入9,270.91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6.73%；复合材料制品业务实现收入1,401.3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68%；装备制造业务实现收入688.22万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14.54%。 

报告期内，新冠肺炎疫情先后在国内、欧洲、美洲等地蔓延，使公司碳梁业务依次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疫情期间存

在多次推迟发货情形，实际业务完成预期发货量70%左右，目前针对各直接客户的发货在恢复之中，公司也在努力协商寻求

补偿发货空间；公司碳纤维（含织物）业务受疫情影响不大，通过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实现安全连续生产，确保批产订单

交付，重大合同执行平稳，半年度执行率55.43%左右，民品纤维在募投项目建成之前继续争取小规模生产，确保与市场充

分沟通与互动，目前订单充足、贡献度明显提升；通用预浸料和复合材料板块业务，在一季度受到疫情影响出现严重下滑情

况下，随着国内疫情缓解和复工复产的快速推进，两个板块业务得到快速恢复，报告期内均实现了增长，其中预浸料板块进

一步优化客户结构，业务盈利能力明显改善，复合材料板块AV500无人直升机继首架交付之后，首批订单顺利签署并陆续交

付，无人直升机复材单元的成功开发为公司以碳纤维为核心的业务向下游高端复合材料装备领域延伸打开了一扇窗，公司也

将以此为契机，充分利用公司全产业链布局优势，进一步提升公司在无人机复合材料单元的设计、制造、装配等能力，寻求

更多的业务机会和更大的发展空间；光威精机板块的复合材料装备产品和能力得到航空、航天等领域专业单位的高度认可，

报告期内在对内承担相关项目建设任务的同时，对外积极承接订单，装备设计制造业务收入实现较大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通过强化研发投入，确保公司各项研发项目和新产品研制顺利推进。报告期内，公司碳纤维产能建

设以及相关产品产线的等同性验证工作正常推进，继续全力配合下游应用单位就T800H级、M40J级、M55J级等项目的应用

验证；努力推动公司T700级/T800级/T1000级等碳纤维产品在一般工业和高端装备上的应用准备和应用推广并取得积极成果，

为后续募投项目投产和产能消化以及实现高端应用奠定坚实基础；继续推动公司T300级/各款T800级碳纤维产品针对民机应

用的产品准备和应用验证。 

报告期内，募投项目“高强高模型碳纤维产业化项目”完成验收结项，基于该项目承担的国家有关科研项目得到顺利推进；

“先进复合材料研发中心项目”建设完成并随后得到验收结项，随着复材中心建成和设备的陆续投入使用，为公司复材能力建

设和条件升级以及参与高端装备复材业务开发奠定了重要基础；高强度碳纤维产业化制备项目正在按计划推进建设进程，预

期年底建成投产。 

 

 报告期内，公司参与投资的包头项目有序推进，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已完成对内蒙古光威的出资，内蒙古光威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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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竟得项目土地使用权，后续将加快推动项目建设工作；墨西哥项目目前由于疫情严重，相关可行性研究和评估工作处于暂

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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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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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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