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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03                             证券简称：汉宇集团                       公告编号：2020-050 

汉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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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宇集团 股票代码 30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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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胜美 石胜美 

办公地址 
广东省江门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清澜路 336

号 

广东省江门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清澜路 336

号 

电话 0750-3839060 0750-3839060 

电子信箱 idearhanyu@oceanhanyu.com idearhanyu@oceanhany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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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617,863.34 401,279,223.58 -3.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0,694,564.56 66,745,081.78 5.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77,120,412.87 62,310,895.52 23.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1,201,624.17 98,526,141.41 2.7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72 0.1107 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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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72 0.1107 5.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7% 4.89%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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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0,513,668.87 1,652,052,869.29 3.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60,253,277.54 1,374,344,014.12 -1.0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6,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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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华山 境内自然人 45.35% 273,487,690 218,703,054 质押 148,080,000 

江门市江海区神

韵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92% 83,913,890 0 质押 22,000,000 

王大威 境外自然人 1.02% 6,123,888 0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大

成中证红利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8% 5,309,440 0   

马春寿 境内自然人 0.74% 4,473,000 3,354,75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65% 3,926,25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富

国中证红利指数

增强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64% 3,873,844 0   

夏煜 境内自然人 0.55% 3,317,319 0   

蒋小荣 境内自然人 0.43% 2,615,810 0   

叶凡 境内自然人 0.32% 1,906,72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石华山担任神韵投资执行事务合伙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神韵投资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6,000,0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67,913,890 股，合计持有数量为 83,913,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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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上半年，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经济遭受了严重冲击。面对疫情带来的巨大挑战，公司董事会及经

营管理层克服重重困难，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快速组织人员复工复产，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在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公司各项工作有序开展，经营业绩保持稳定。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8,761.79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40%；实现营业利润8,035.9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32%；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069.4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9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为7,712.0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3.77%。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开展工作如下： 

1、排水泵产品市场稳步推进 

公司在持续落实排水泵产品生产能力的同时继续提高公司的自动化制造能力和检测水平，进一步加强对产品质量的全面

管理控制。为应对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蔓延对公司业务带来的不利影响，公司努力拓展产品的销售渠道，积极有效地开拓国

内市场。报告期内，公司的排水泵业务整体稳定，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小幅下降。泰国子公司业务稳步开展。 

2、新产品推广进展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针对洗碗机用洗涤循环泵、水疗马桶、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核心部件等新产品的市场推广持续开展

一系列具体工作，洗涤循环泵产品新目标客户的开发工作稳步推进；智能水疗马桶产品的体验式销售模式逐步推进，继续加

强与酒店、医院、会所、养老院、机场等的合作，同时该产品的经销商已覆盖全国，通过广告、区域性的推广活动等方式提

高产品的知名度，帮助经销商与潜在客户建立起连接；报告期内地尔健康推出了米诺斯品牌智能马桶，满足不同客户的个性

化需求；同川科技同步推进冲压机器人产品销售、为客户定制自动化制造方案，成功研发工业机器人核心部件谐波减速器，

市场推广工作瓶颈依然存在；新能源汽车核心部件产品（交/直流充电桩、微充系列产品、汽车电子水泵等）进行了小批量

生产销售，各项研发工作、样品试制与测试工作加快推进。 

3、品牌战略 

公司一直专注于家用电器排水泵产品的研发和生产，产品质量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在国内外主要家用电器厂商中建立

了良好的声誉和品牌形象，是“世界名牌背后的名牌”。同时，公司加强对其他产品的市场推广力度，通过多种宣传方式向社

会展示公司的品牌价值及正面的企业形象，增强公司产品的市场认知度和竞争力。 

4、技术研发 

公司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努力增强和提高核心技术与产品竞争力，并取得了一定突破。上半年，公司投入研发费用2,100.51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5.42%。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已拥有授权专利499项（其中境内发明专利73项、境外发明专利12项），

获得受理的在申请专利为159项(其中发明专利102项，实用新型专利49项，外观设计专利8项)。公司根据项目研究与开发阶

段的不同特点，优化研发系统组织结构，进一步提高研发效率，同时，公司努力创造更好的创新环境与机制，不断引进国内

外优秀研发人才，提高研发团队的自主创新能力，组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研发团队。此外，公司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工作，加

强知识产权团队建设的同时逐步落实激励机制，维护项目和产品创新的基础。 

5、引进专业人才并培养后备人员 

专业和高端人才是保持公司持续不断的创新能力和独一无二的竞争实力的关键。公司通过社会招聘及内部培养选拔引进

包括研发、市场营销及公司管理等各方面的国内外专业人才，并通过招聘知名院校的硕士、本科毕业生，加强后续人才梯队

的储备。同时，公司进一步通过充实培训内容、改进培训形式、提升培训水平，以经营目标为核心，继续推行“以技术工人

替代普通工人”和“从普通管理人员提升为专家级别管理人员”制度，促进员工技能、业务水平、知识面以及部门管理绩效的

提升。 

6、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 

公司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健全投资者沟通平台，规范投资者关系

管理工作，加强公司与投资者和潜在投资者之间的沟通，增进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和认同，建立公司与投资者之间长期、稳

定的良好关系，从而提升公司的美誉度、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公司价值和股东权益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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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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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汉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之签字页） 

 

 

 

 

 

 

 

 

 

 

 

 

 

 

 

 

 

 

 

汉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石华山 

 

披露时间：二○二○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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