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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88                           证券简称：华工科技                           公告编号：2023-03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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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内部控

制审计报告》。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005,502,707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马新强，财务总监王霞及财务部经理刘莹声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

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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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27-87180139 027-87180139 

电话 027-87180126 027-8718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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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9 年成立于“中国光谷”腹地，2000 年在深圳交易所上市，是集“研发、

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集团，2015 年评定为国家级创新型企业。成立以来，公司坚持

“以激光技术及其应用”为主业，投资发展传感器产业。经过多年的技术、产品积淀，形成了以激光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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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为重要支撑的智能制造装备业务、以信息通信技术为重要支撑的光联接、无线联接业务，以敏感电

子技术为重要支撑的传感器以及激光防伪包装业务三大业务格局，公司以“参与构建全联接、全感知、

全智能世界，成为全球有影响力的科技企业”为目标，坚持“创新至上”，围绕“新基建、新材料、新能源、

汽车新四化、工业数智化”开展协同创新，丰富产品链，完善产业链，深入拓展高端市场，打造高素质

人才集聚高地，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拉长创新长板，催生

更多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方向，为制造强国战略贡献力量。 

智能制造业务：公司拥有国内领先的激光装备研发、制造技术和工业激光领域全产业链优势，致

力于为工业制造领域提供广泛而全面的激光智能制造解决方案；致力于为 3C 电子、汽车电子及新能源、

PCB 微电子、半导体面板、日用消费品等行业提供“激光+智能制造”行业综合性解决方案。全面布局激

光智能装备、自动化产线和智慧工厂建设，是中国最大的激光装备制造商之一，全球领先的智能制造、

激光加工解决方案提供商，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国际标准制定参与单位、国家标准制定的牵头组织

和承担单位。 

在激光智能装备制造领域，公司持续优化漫威系列光纤激光切割智能装备、奥博系列三维五轴激光

切割智能装备、汽车白车身激光焊接自动化产线、汽车保险杠激光加工自动化产线、高速三头/双头激

光智能开卷落料生产线、超重超长超大型管材型材三维激光加工中心等产品的性能。重点推出新能源电

池模组及电池盒焊接自动化产线、汽车仪表板安全气囊激光弱化智能装备等系列新产品。自主开发大幅

面高功率激光坡口切割智能装备、保险杠冲焊一体智能装备、大型高压容器全自动激光封口焊设备、轮

胎模具在线激光清洗智能装备。 

在激光微纳加工领域，公司持续升级 3C 电子产品自动化组装产线、脆性材料超快激光精密加工装

备、无线充裁切去漆智能装备、线束裁切焊接装备、IC 载板缺陷识别及分拣数字化智能工作站、氢能

双极板焊接自动化线，重点推出铝合金结构件中功率焊接设备、晶圆全自动激光隐切划片设备、三维多

轴超快激光精密加工装备、半导体衬底外观缺陷检测设备、新能源结构件盖板自动化线体等系列产品。 

联接业务：公司拥有业界先进的端到端产品线和整体解决方案，致力于成为国际一流光电企业，

服务全球顶级通信设备和数据应用商，智能终端业务立争打造个人、家庭、网络智能融合通信终端的世

界级企业。公司具备从芯片到器件、模块、子系统全系列产品的垂直整合能力，产品包括有源光器件、

智能终端、光学零部件等，公司围绕 5G、F5G、数据中心、智能汽车、5G to B 五大应用场景，为客户

提供智能“光联接+无线联接”解决方案，产品市场占有率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感知业务：公司拥有全球领先的 PTC、NTC 系列传感器研发制造技术，并自主掌握传感器用敏感

陶瓷芯片制造和封装工艺的核心技术，致力于物联网用新型传感器的产业化，为家电、汽车、OA、医

疗、消费类电子等领域提供温度、湿度、光、空气等多维感知和控制解决方案。推动智慧出行、智慧家

庭、智慧医疗、智慧城市的发展，成为全球领先的“感知层”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积极围绕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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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新四化”、工业智能化方向，聚焦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赛道，打造新能源汽车 PTC 加热器、车

用温度传感器、空气质量传感器、光雨量多合一传感器、压力传感器等系列“专精特新”产品。 

公司拥有国内外领先的光学微纳结构技术和全产业链的 IMR 核心技术，致力于成为全球有影响力

的防伪和表面装饰专家。依托电化铝、纸张、水转印和 IMR 四大战略产品矩阵，产业链从传统纸膜基

材延伸至玻璃、陶瓷、新型塑基表面装饰等领域，服务于证照防伪、高端消费品及汽车多个行业领域的

知名客户。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未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2022 年 2021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0 年 

营业收入（元） 12,011,028,845.77 10,166,747,478.73 18.14% 6,137,548,872.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906,083,645.05 760,983,179.01 19.07% 550,490,111.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721,258,631.02 544,206,650.52 32.53% 355,420,361.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579,214,110.18 86,404,359.15 570.35% 374,721,543.7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0 0.76 18.42% 0.5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0 0.76 18.42% 0.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59% 10.87% 0.72% 8.61% 

 2022 年末 2021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0 年末 

总资产（元） 16,792,712,903.66 13,883,855,677.61 20.95% 11,076,271,352.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8,237,558,502.46 7,388,802,134.38 11.49% 6,637,960,811.66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858,113,370.50 3,359,469,879.83 2,632,988,443.03 3,160,457,152.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5,973,833.05 337,335,228.50 158,917,001.43 183,857,582.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7,474,529.13 322,292,956.58 144,519,869.00 46,971,276.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6,645,953.12 -88,893,099.51 164,889,169.87 639,863,992.94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不存在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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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82,318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上一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78,276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上一

月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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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045,514.00 0.00 0.00 0.00 

武汉华中科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91% 49,386,563.00 0.00 0.00 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18% 31,999,344.00 0.00 0.00 0.0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一组合 其他 1.85% 18,636,252.00 0.00 0.00 0.00 

#赵凤娟 境内自然人 1.16% 11,656,831.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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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55,696.00 0.00 0.00 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其他 0.95% 9,522,200.00 0.00 0.00 0.00 

武汉商贸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1% 9,108,006.00 0.00 0.00 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3% 8,372,795.00 0.00 0.00 0.00 

#黄树诚 境内自然人 0.72% 7,237,534.00 0.00 0.00 0.00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因配售新股成

为前 10 名股东的情况（如有）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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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武汉商贸集团有限公司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有关联关系的一致行动人。 

上述股东涉及委托/受托表决权、放弃

表决权情况的说明 
无 

前 10 名股东中存在回购专户的特别说

明（如有） 
无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股东赵凤娟通过融资融券账户持有 8,356,116 股；股东黄

树诚通过融资融券账户持有 7,237,534 股。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公司不存在优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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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武汉市国资委

武汉碧水集团有

限公司

武汉地铁集团有

限公司

武汉旅游体育集

团有限公司

武汉产业投资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科技投资有
限公司（武汉市
科技创业引导基

金名义出资人）

武汉商贸集团

东湖创投

武汉国创创新投

资有限公司
武汉国恒科技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武汉润君达企业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马新强等39位华工科
技管理团队及核心骨

干员工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88.06% 100%

35%

国恒基金

华工科技

0.22%

8.89%

3.26%

19.00%

0.22% 51.88%

9.98% 6.67% 18.89%

0.91%

0.41%

65%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报告期公司不存在公司债券。 

三、重要事项 

1、公司控股股东全体合伙人共同签署合伙协议补充协议（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3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控股股东

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23）。 

2、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间接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2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控股股东

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30），2022 年 5 月 27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间接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及后续增持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

31）。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马新强 

二〇二三年三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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