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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19                         证券简称：鸿利智汇                         公告编号：2020-049 

鸿利智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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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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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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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鸿利智汇 股票代码 30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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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飞 刘冬丽 

办公地址 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先科一路 1 号 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先科一路 1 号 

电话 020-86733958 020-86733958 

电子信箱 stock@honglitronic.com stock@honglitroni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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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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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元） 1,330,415,244.88 1,845,219,405.94 -27.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9,262,489.56 -761,943,061.11 105.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8,980,393.55 -732,344,837.14 102.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9,626,553.47 161,883,041.36 -38.4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1.08 105.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1.08 105.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3% -31.70% 33.83%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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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0,966,314.05 3,601,826,957.56 -3.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67,337,595.03 1,827,824,173.35 2.1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4,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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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金舵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0.08% 212,954,666 0   

李国平 境内自然人 14.76% 104,462,630 78,346,972   

马成章 境内自然人 5.00% 35,388,300 0   

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锐捷

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94% 34,945,171 0   

李牡丹 境内自然人 2.32% 16,449,717 0 质押 16,400,000 

陈金荣 境内自然人 1.67% 11,797,500 0   

杨云峰 境内自然人 0.90% 6,386,585 0   

高雅萍 境内自然人 0.87% 6,167,549 0   

喀斯喀特有限责任公司－自

有资金 
境外法人 0.79% 5,558,626 0   

奚宇 境外自然人 0.72% 5,071,6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二大股东李国平配偶为第三大股东马成章侄女；李牡丹与杨云峰为夫

妻关系，李牡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速易网络总经理。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

他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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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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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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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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2020年上半年总体经营情况 

2020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各行业的经济情况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公司及上下游企业存在复工延缓、

物流运输不畅、人员返岗受阻等情形，在此情况下，公司管理层积极采取有效的措施复工复产，全力降低新冠肺炎疫情对公

司生产及销售的不利影响。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3,041.52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7.90%；实现利润总额4,895.46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6.5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3,926.2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5.15%。 

公司净利润增长主要原因为：今年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在确保员工安全的前提下，公司有序的开展复工复产，

确保客户交期，稳定经营生产。同时，本报告期，公司未出现计提商誉减值情形。 

（二）2020年上半年业绩来源分析 

1、LED封装业务 

本报告期，公司LED封装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05,886.43万元，占营业总收入的79.59%，收入金额同比下降16.88%。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及上下游企业复工延缓，生产及销售均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在此情况下，公司LED封装板块业

务在本报告期仍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保持了良好的盈利水平。 

本报告期，LED封装业务毛利率为20.54%，产能利用率为65.73%，产品综合良率为96.44%。公司坚守LED业务战略根基，

借力Mini LED项目实现板块突破，以此全面提升公司在LED细分领域的竞争力与影响力。 

2、LED汽车照明业务 

本报告期，公司汽车照明业务实现营业收入21,502.10万元，占营业总收入的16.16%，收入金额同比下降15.87%。受销

售价格下降、资产减值等因素影响，谊善车灯本报告期亏损。后续，谊善车灯将进一步开发、拓展新客户，同时加强供应链

管理，培养能与谊善车灯合作共赢的供应商团队，以便保障原材料供应，降低材料成本。佛达信号在全球疫情蔓延的情况下，

仍表现良好，在后续业务开展中，佛达信号将利用其美国子公司的资源介入当地汽车前装市场，寻求更多的商务合作机会。 

（三）2020年上半年完成的主要工作情况 

1、进一步推进Mini LED产能扩张 

本报告期，公司与花都区政府签署了《合作协议》，为了进一步加强公司在LED产业链领域的布局，全面发力Mini LED

项目建设，把握Mini LED量产时机，推动Mini LED背光与显示、Micro LED、新型显示器件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提升公司盈

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公司在花都区投资建设鸿利光电LED新型背光显示项目，项目分两期实施，其中第一期投资金额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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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亿元，完全达产后年产值约6亿元。 

截至目前，新型背光显示项目厂房建设已完工，公司将把握Mini LED量产时机尽快完成Mini LED智能车间的装修及设备

添置，重点配合国内外一线客户的项目研发量产落地，着力推动产线建设及产能提升。 

2、持续研发投入，产品竞争优势凸显 

本报告期，公司获得专利授权40项，其中发明专利授权5项；新增专利受理33项，其中发明专利受理10项，投入研发费

用7,511.72万元。2020年1月，公司的“高光效长寿命半导体照明关键技术与产业化”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3

月，公司凭借“健康照明全光谱LED荧光材料及器件的研制与应用”项目荣获广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3、加强内控建设，强化人力资源管理共享平台 

本报告期，公司继续遵守公平、公开、诚信等原则，建立健全法人治理规则，保证内控的实施。其中，谊善车灯及金材

五金已引入新的管理团队，并建立了完整的内部控制管理体系，未来公司将进一步健全内控制度，完善治理结构。同时，为

更好的促进人力资源制度落地，本报告期间，公司搭建人力资源风险内部管控体系并对分子公司开展全面的审查，进一步提

升分子公司人力资源体系完善程度及风险管控水平；同时建立了培训、招聘等多模块的共享云平台，进一步通过资源整合及

共享，降低成本，更高效引进和培养高端技术型人才和管理人才。 

4、积极开展投资者关系，维护公司资本市场形象 

本报告期，公司通过多渠道、多方式深入了解投资者的想法，积极开展投资者关系工作。报告期内公司参与了广东证监

局、广东上市公司协会、全景网组织的各类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接待活动；接待多家调研机构；通过电话、深交所互动易等

方式就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一一解答，进一步加深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和认同，促进公司与投资者之间长期、健康、稳定

的关系，维护公司公开、透明的资本市场形象，切实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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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5月21日，广州市允鸿云鼎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注销相关工作已完成，公司持有其55%的股权，拥有对

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注销之日起，不再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2020年5月28日，伊犁云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注销相关工作已完成，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速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持有

其100%股权，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注销之日起，不再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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