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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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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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正新材 603186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居波 林金锦 

电话 0571-88650709 0571-88650709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

华一路2号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

华一路2号 

电子信箱 hzxc@hzccl.com hzxc@hzcc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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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3,002,203,329.85 2,411,136,834.21 2,411,136,834.21 24.5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412,780,621.65 742,741,504.91 742,741,504.91 90.21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34,862,603.79 87,724,638.31 89,430,994.72 53.73 

营业收入 947,626,729.66 946,662,517.01 926,592,977.63 0.1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58,260,147.00 44,987,378.09 45,978,352.31 29.5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47,291,708.52 37,519,607.38 37,519,607.38 26.05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6.70 6.41 6.63 增加0.29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44 0.34 0.36 29.4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44 0.34 0.36 2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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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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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40.06 56,902,768 1,269,531 无 0 

钱海平 境内自

然人 

4.12 5,852,000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财通价值动量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72 2,444,569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财通成长优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58 2,249,700 0 无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银施罗德成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1 1,570,313 0 无 0 

中意资管－招商银行－中意 其他 1.10 1,564,062 1,564,062 无 0 



资产－定增优选 1号资产管

理产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10 1,562,499 1,562,499 无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夏中证 5G通信主题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7 1,525,507 0 无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复兴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06 1,499,244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二组合 其他 1.05 1,493,6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

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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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宏观经济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电子电路

材料行业受此影响出现需求分化，消费电子、汽车电子等终端市场整体呈现低迷态势。国内市场

以 5G、工业互联网、服务器、云计算数据中心等为代表的“新基建”终端应用市场进一步拉动行

业向高阶材料升级。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4,762.67 万元，同比增长 0.1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利润 5,826.01 万元，同比增长 29.50%。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推进产品升级、客户升级，以投资

牵引新一轮发展，围绕既定经营计划开展了一系列工作： 

（一）稳中有进，牵引核心产业升级发展 

报告期内，覆铜板产业在新冠疫情延误生产工期的不利因素影响下，快速集聚内外部资源，

协同上下游产业链，在多个制造基地及时实现安全、高效、稳定的复工。覆铜板产业进一步深化

落实产品结构升级，低等级产品销售占比下降，H2（成长产品线）及 H3（种子产品线）高等级产



品销售占比提升，H2 产品类别销售占比超过 50%。部分高频高速覆铜板细分产品实现关键终端客

户认证入库，订单转化周期缩短，高频覆铜板出货量提升明显。青山湖工厂进一步提高运营效率

和产品交付可靠性，半固化片、无卤无铅覆铜板的出货量持续提升。覆铜板产业大客户开发战略

深入推进，客户总数量下降，核心客户集中度提升。以客户为中心、技术+营销+制造的铁三角销

售模式得到进一步强化。报告期内覆铜板产业进一步推进精益生产项目，提升物流系统运行效率，

跟进质量体系有效性提升专案和战略客户质量提升专案，有效提升了产业的整体管理层次。 

报告期内，公司设立了全资子公司珠海华正，并竞得珠海市富山工业园储备用地的土地使用

权。公司将在珠海基地布局面向通信、服务器等细分市场的高等级覆铜板产线，逐步从单一区域

经营模式发展到跨区域经营模式，进一步提升覆铜板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及行业地位。 

热塑性蜂窝材料等交通物流复合材料产业进一步有效整合华聚材料、扬州麦斯通和杭州中骥，

实现销售、采购和研发的平台化管理，同时积极开发客户和多种汽车轻量化技术解决方案，包括

超轻厢体、轻量化冷藏半挂车等。功能复合材料产业紧跟客户需求，在电子消费品、医疗等终端

市场实现稳定的销售增长，并积极开发模压类新产品。铝塑膜产业实现销量的突破增长，供应链

国产化进程深入推进，并通过提升优化生产设备，生产效率提升明显。 

（二）优化资本结构，顺利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 

报告期内，公司顺利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实现直接融资 6.5 亿元，有效优化了公司资

本结构。报告期内，公司正稳步推进募投项目年产 650 万平米高频高速覆铜板青山湖二期项目建

设，实现产业+资本的双轮驱动。 

（三）全面提升管理效能 

报告期内，公司启动 IPD 变革项目，从异步开发与共用基础模块、跨部门团队协作、项目和

管道管理、结构化流程、客户需求分析、优化投资组合和衡量标准等七个方面着手，提升公司的

研发管理水平。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成立通信材料研究院，布局优化实验室和关键设备，聚焦研

发方向，提升研发能力。 

提升公司战略采购能力，持续开发战略供应商，完善战略供应商管理和价格体系管理。有效

拓展战略物资供应渠道、减少物资交期风险、不断提升采购产品质量和降低采购成本。构建与供

应商的战略合作关系，实现公司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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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本报告“第十节 财务报告 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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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