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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48                               证券简称：宁波华翔                          公告编号：2020-042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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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华翔 股票代码 002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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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铭扬 陈梦梦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168 号东方金

融广场 A 座 6 层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168号东方金融

广场 A 座 6 层 

电话 021-68949998 021-68948127 

电子信箱 Stock-dp@nbhx.com.cn Stock-dp@nbhx.com.cn 

2、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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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89,258,701.75 7,504,905,392.97 -8.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23,282,361.86 416,315,035.82 -22.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80,815,804.78 403,944,228.39 -30.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87,736,418.46 506,735,396.48 94.9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2 0.66 -21.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2 0.66 -21.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1% 4.21%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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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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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38,129,110.93 17,130,614,694.60 1.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701,238,470.90 9,148,951,846.65 6.0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5,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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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晓峰 境内自然人 14.36% 89,936,799 67,452,599   

宁波华翔股权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78% 48,736,437 0   

象山联众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66% 29,202,719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3.55% 22,199,800 0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

欧恒利三年定

期开放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66% 16,636,088 0   

#中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转融

通担保证券明

细账户 

国有法人 1.99% 12,470,697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91% 11,946,042 0   

宁波峰梅实业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89% 11,850,757 11,850,757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欧价值发

现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31% 8,190,215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欧潜力价

值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00% 6,256,59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宁波华翔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宁波峰梅实业有限公司是周晓峰先生控制的企业。象山联众

投资有限公司是张松梅女士控制的企业，是周晓峰先生的关联法人和一致行动人。对其他

股东，公司未知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不知是否存在《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转融通担保证券明细账户为融资融券信用账户，信用证券账户持

有数量为 12,470,697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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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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2020年1-6月，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68.89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8.2%；实现归属于股东的净利润3.23亿元，与上年

同期相比下降22.35%；每股收益为0.52元，净资产收益率3.01%，公司总资产174.38亿元，净资产97.01亿元，每股净资产15.49

元。 

  2020年主要盈利指标与上年相比，变化的主要原因如下： 

  1、2020年一季度，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内工厂全面停工，“人流”、“物流”的限制，使得汽车行业产销量大幅下滑，

公司首次出现单月亏损。二季度，随着疫情得到控制，国内复工复产较为迅速，公司主要配套的主机厂景气度已基本达到疫

前水平。 

  2、2020年上半年，公司海外业务和出口业务受疫情影响较大，国内疫情爆发时，出口产品无法生产交付，之后随着海外

疫情爆发，出口的需求直接归零。海外工厂停工近2 个月，其固定支出导致海外企业经营“雪上加霜”，德国华翔的减亏进程

基本停滞。 

  自2014年以来，德国华翔持续的经营亏损对公司整体业绩、战略实施产生较大的拖累。虽然通过一系列改善工作，近几年

的减亏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亏损源还是没有彻底根除，特别是随着销售收入的逐年下降，亏损的数字还将反复。2019

年，公司董事会决定对欧洲业务进行重组，希望彻底扭转这一被动局面，但由于当地工会、法律文化的限制，重组工作没有

完成。2020年，随着新冠疫情在欧美的爆发，华翔海外业务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这迫使我们必须加快欧洲重组工作，宏

观环境的恶化，也使得德国当地工会更愿意就裁员、关闭工厂等事项进行谈判，经过几轮会谈，双方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有

希望在年内完成相关书面协议的签署。对此我们也作了相关准备工作，包括相关费用的计提等，努力年内能完成上述工作，

为公司下一步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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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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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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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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