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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62                           证券简称：华铭智能                           公告编号：2021-052 

上海华铭智能终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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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铭智能 股票代码 300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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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红梅 （暂缺） 

办公地址 上海市松江区茸梅路 895 号 上海市松江区茸梅路 895 号 

电话 021-57784382 021-57784382 

电子信箱 hmzn@hmmachine.com hmzn@hmmachi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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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802,175.53 650,572,191.49 -41.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236,999.28 123,968,035.60 -89.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6,171,525.49 119,457,608.62 -94.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0,058,189.46 -360,071,276.06 116.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66 -89.39% 



上海华铭智能终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61 0.66 -89.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7% 7.50% -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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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2,996,897.38 2,625,755,069.24 -2.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95,012,943.34 1,709,989,100.81 -0.8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8,70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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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亮 境内自然人 28.37% 53,410,400 40,057,800   

韩智  境内自然人 8.99% 16,920,282 6,507,802 质押 11,844,197 

桂杰 境内自然人 3.52% 6,623,683 2,442,090 质押 4,444,603 

谢根方 境内自然人 2.54% 4,781,100 0   

张晓燕 境内自然人 2.52% 4,742,600 0   

谭鑫珣 境内自然人 2.44% 4,595,378 0   

北京亦庄互联

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1% 2,649,165 0   

张金兴 境内自然人 0.86% 1,621,000 0   

吴亚光 境内自然人 0.70% 1,309,829 502,784 质押 915,065 

徐剑平 境内自然人 0.69% 1,293,600 970,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除张金兴与张亮为叔侄关系、徐剑平与张亮为表兄弟关系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上述股东不存在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不存在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情形。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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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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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上海华铭智

能终端设备

股份有限公

司定向可转

换债券 

华铭定转 124002 2019 年 12 月 24 日 2025 年 12 月 23 日 10,000 0.5% 

上海华铭智

能终端设备

股份有限公

司定向可转

换债券 

华铭定 02 124014 2020 年 07 月 17 日 2026 年 07 月 16 日 12,000 0.5%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33.83% 34.83% 

流动比率 3.42 3.93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6.71 70.2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受国家宏观经济环境未反转及新冠疫情的双重影响，对交运行业的基建进程产生不利影响，上半年招投标项目减

少，公司新接订单量减少，公司管理层集合2021年经营计划，2021年是过渡年份， 1）积极应对市场的变化。2）加强有效

内部管理，控制项目成本和经营成本的快速上涨，加强集团公司层面的资源共享，保证以公司净利润为核心指标的竞争力：

3）加强原有系统集成商客户的回款催收，降低应收款坏账风险。4）成立新业务部门，组建新的团队从软硬件、服务等开拓

新的营收点；5）充分利用自有资金，围绕新能源车智能化、集成化、国产化替代等方向参股产业投资创业公司，建立企业

新的业务产品线。 

   

1、报告内实现的经营业绩如下（剔除聚利科技因素）：1）、营业收入实现2.29亿元，较上年度同期增加，主要是上年度受

新冠影响，国内如上海地铁15号线，南昌地铁3号线等在本年度开通验收；2）、报告期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约3,600万

（扣除计提超额奖励因素），较上年度大幅增加50%，4）、至报告期末在手储备订单约12.5亿元，本期主要承接了郑许线

AFC项目、福州6号线设备项目。 

    

2、本报告子公司聚利科技实现净利润为-8100万元，受国家取消省界收费站的影响，ETC及RSU产品在2019年需求爆发，但

从2021年开始这波红利逐步消退，产品需求量萎缩，以致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出现了较大幅度下降，对合并报表利润构成发生

较大变化，管理层认为处于非正常状态，后续市场的稳定将取决于①2.05亿存量市场的更换周期（一般在5-7年）；②前装

市场的整车厂车型的普及；③随着5G基建的投入，对交通硬件的布局，带动RSU等产品的需求增加。 

 

3、超额奖励费用本期合并报表冲回7300万元：主要是2019年收购聚利科技协议约定：对超过业绩对赌的净利润部分50%奖

励给聚利科技核心管理层等，根据权责发生制年度计提相关的费用，2021年上半期因聚利科技整体利润亏损，估冲减相关费

用，对整体净利润影响为正。 

 

风险提示：若下半年聚利科技的经营业绩未能得到改善，将触发商誉减值，预计2021年合并报表呈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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