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88001                                     公司简称：华兴源创 

 

 

 

 

 

 

 

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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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描述公司面临的风险，敬请查阅本报告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中（二）风

险因素相关内容，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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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5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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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7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及板块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 

华兴源创 688001 无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蒋瑞翔 王宏伟 

办公地址 苏州市工业园区青丘巷8号 苏州市工业园区青丘巷8号 

电话 0512-88168694 0512-88168694 

电子信箱 dongmiban@hyc.cn dongmiban@hy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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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3,524,663,446.93 2,136,782,340.16 64.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686,658,028.77 1,897,603,655.24 41.58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97,552,625.87 -118,091,554.69 -182.61 

营业收入 607,096,139.02 697,765,015.39 -12.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14,893,491.87 134,700,899.83 -14.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0,183,197.52 132,835,337.31 -24.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5.90 14.66 减少8.7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 0.37 -21.6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 0.37 -21.62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

例（%） 

13.24 10.25 增加2.99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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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2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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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转融

通借出股

份的限售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苏州源华创兴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3.83 230,976,000 230,976,000 0 无 0 

陈文源 境内自然

人 

13.17 56,516,940 56,516,940 0 无 0 

苏州源客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7.57 32,481,000 32,481,000 0 无 0 



苏州源奋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7.57 32,481,000 32,481,000 0 无 0 

李齐花 境内自然

人 

4.25 18,256,172 18,256,172 0 无 0 

陆国初 境内自然

人 

2.29 9,830,246 9,830,246 0 无 0 

张茜 境内自然

人 

1.97 8,445,060 8,445,060 0 无 0 

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0.38 1,648,804 1,648,804 0 无 0 

朱志伟 未知 0.15 648,889 0 0 无 0 

陈宁 未知 0.05 207,208 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陈文源、张茜系夫妻关系，苏州源华创兴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系陈文源和张茜控制的企业，苏州源客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苏州源奋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陈

文源控制的企业。李齐花、陆国初系夫妻关系。公司未知其余

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 

 

2.4 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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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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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领先的检测设备与整线检测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主

要从事平板显示及集成电路的检测设备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主要产品应用于 LCD与 OLED平板

显示、集成电路、汽车电子等行业。作为一家专注于全球化专业检测领域的高科技企业，公司坚

持在技术研发、产品质量、技术服务上为客户提供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以及快速优质的完整解决方

案，在各类数字及模拟信号高速检测板卡、基于平板显示检测的机器视觉图像算法，以及配套各

类高精度自动化与精密连接组件的设计制造能力等方面，具备较强的竞争优势和自主创新能力，

在信号和图像算法领域具有多项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成果。凭借优秀的研发设计与生产能力，公

司已成为国内外许多知名企业优质的合作伙伴。公司所从事的平板显示及集成电路测试设备业务



属于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行业，代表着工业测试技术的最高水平。其中平板显示检测行业，

目前新型显示器正面临从 LCD向柔性 OLED产品结构调整升级换代周期，而柔性 OLED的关键检测

设备被国外厂商数家企业所垄断，国内多家平板显示厂商正加大力度在建和规划柔性 OLED 制造

线，其中如柔性 OLED 的显示驱动及 Mura 补偿等核心检测技术国内一直处于缺乏经过大批量量产

验证的成熟解决方案。 

集成电路测试设备行业，用于超大规模 SOC 芯片及存储类芯片测试的测试机几乎全部被美国

及日本等少数厂商垄断，国内几乎全部依赖进口。公司立志通过持续不断提升核心技术，打造中

国自有知识产权的平板显示及集成电路测试设备，使中国的电子行业测试技术赶超国际先进水平，

目前公司已经在半导体检测产品上形成了多项具有知识产权的技术专利，公司定制化半导体产品

已经形成了较大的订单规模，同时标注化半导体设备也已经有了量产化订单。 

随着公司对欧立通的收购完成，公司在消费电子领域的检测设备产品将进一步完善，未来公

司能够给客户提供更加完善的检测方案及服务。 

2020 年上半年度，受疫情影响，公司部分产品的验收无法如期完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

60,709.61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12.9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489.35 万元，较去

年同期下降 1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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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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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