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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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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马新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莹声明：保证本

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本半年度报告涉及未来计划、发展战略等前瞻性陈述，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工科技 股票代码 000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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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含树 姚永川 

办公地址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 027-87180126 027-87180126 

电子信箱 lhs@hgtech.com.cn yyc@hgtech.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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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38,754,418.03 2,744,215,853.95 69.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49,152,905.11 341,617,865.90 2.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09,709,281.88 201,707,410.52 53.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8,145,197.77 -271,707,774.02 27.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 0.34 2.94%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5 0.34 2.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3% 5.42%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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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01,583,259.11 11,076,271,352.42 12.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928,957,274.21 6,637,960,811.66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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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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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

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武汉东湖创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武汉国恒科技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19.00% 191,045,514 0   

武汉华中科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91% 49,386,563 0   

深圳永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永冠新瑞 1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2.72% 27,380,00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00% 20,108,753 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一组合 其他 1.96% 19,666,005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其他 1.40% 14,101,892 0   

南通金玖锐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汇金锐定增 5 期

私募投资基金 
其他 1.14% 11,455,696 0   

赵凤娟 境内自然人 1.10% 11,072,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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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7% 9,795,454 0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保险产品 其他 0.60% 6,0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流通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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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股东深圳永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永冠新瑞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通过融资融券账户持有 27,380,000 股；股东赵凤娟通过融资融券账户持有 7,77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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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武汉东湖创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武汉国恒科技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变更日期 2021 年 03 月 26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30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控股股东

协议转让公司股份完成过户登记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12）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1 年 03 月 30 日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武汉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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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日期 2021 年 03 月 26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30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控股股东

协议转让公司股份完成过户登记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12）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1 年 03 月 30 日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控股股东转让部分股权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 

根据《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令第36号）等有关规定，公司原控股股东武汉华中科技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产业集团”）

通过公开征集转让的方式向武汉国恒科技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国恒基金”）协议转让

其所持有的公司191,045,514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9%（下称“本次交易”）。产业集团与国恒基金于

2020年12月24日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武汉华中科技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武汉国恒科技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关于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下称“《股份转让协议》”）。经中

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及武汉市国资委的批准，并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前述

《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协议生效条件已经全部满足，《股份转让协议》业已生效。 

2021年3月29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确认

产业集团协议转让予国恒基金191,045,514股股份已完成过户登记手续。本次交易后，国恒基金持有华工

科技股份191,045,514股，占华工科技总股本的19%。华工科技的控股股东变更为国恒基金，实际控制人变

更为武汉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30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控股股东协议

转让公司股份完成过户登记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2）。 

2、公司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 

2021年3月30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一次工会联合会选举职工代表监事；3月31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提名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

表监事的议案》。4月16日，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1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

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5）、《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6）、《关于选

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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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及修订《公司章程》 

2021年4月7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并修改公

司<章程>的议案》，公司将注册地址由“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华中科技大学科技园”

变更为“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未来二路66号(自贸区武汉片区)”；2021年4月30日，经公司2020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并修改公司章程。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变更公司注册

地址并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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