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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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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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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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华菱精工 603356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田媛 

电话 0563-7793336 

办公地址 安徽省宣城市郎溪县梅渚镇 

电子信箱 ty@xchual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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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6,667,979.39 1,276,440,338.57 19.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744,799,776.39 732,884,954.12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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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87,121.59 -48,741,474.49   

营业收入 741,923,922.91 610,294,641.59 21.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7,249,422.27 41,157,893.89 -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714,396.08 36,010,207.03 -17.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5.04 5.81 减少0.7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 0.31 -9.6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 0.31 -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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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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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黄业华 境内自然人 24.82 33,100,000 33,100,000 无   

薛飞 境内自然人 7.21 9,616,000   质押 5,550,000 

葛建松 境内自然人 5.00 6,666,600   无   

蒋小明 境内自然人 4.27 5,700,000   无   

田三红 境内自然人 4.00 5,330,000   无   

马息萍 境内自然人 3.75 5,006,600 5,000,000 无   

黄超 境内自然人 3.75 5,000,000 5,000,000 无   

朱龙腾 境内自然人 2.17 2,900,000   质押 2,030,000 

王镇 境内自然人 1.25 1,661,600   无   

张荣嫱 境内自然人 1.13 1,502,00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黄业华、马息萍是夫妻，黄超系黄业华、马息萍夫妇

之子。公司无法得知其余股股东之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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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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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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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上半年，公司坚持“创新奠定基业、服务成就未来”经营理念，坚守主业，持续创新，

按照“整体提升·重点突破”的工作要求，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 报告期内，受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影响，公司及公司所处行业上下游企业在春节后复工复产时间普遍延迟，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果，公司生产经营逐步恢复正常，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报告期内，公司加快产业布局，完成三斯风电的股权转让以及工商变更登记，于 3 月份纳入

合并报表范围，新投资设立天津华菱、华伟风电公司，从而进一步加快华北市场布局、拓展风电

行业配套业务；公司持续推进新产品新技术开发，加强自主设计研发能力提升，加快客户需求的

设计与落地，逐步提升车间生产自动化智能化水平。其中，公司自主设计开发及生产的曳引驱动

乘客电梯（含消防员电梯）（B） 获得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公司开发的“本质安全的柔刚传动垂

直循环类立体车库的关键技术及产业化”获得“安徽省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公司积极参与行业

协会标准编制工作，作为负责起草单位参与中国电梯协会标准-“电梯对重系统技术规范”的编制；

公司加大人才引进及培养机制，组织储备干部及全体干部进行精益生产系统理论学习以及在公司

开展全车间精益生产改善工作，建立全员参与、持续改进的绩效考核制度，积极推行精益生产改

善，降本增效。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 21.57％，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长 14.22%，增

长的主要原因一是三斯风电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其实现销售收入、净利润占公司整体销售收入、

净利润比重较高，二是电梯配件原有客户分供比例提升，成功开发部分优质客户，同时部分客户

订单量增长，电梯配件、车库钣金件、加装梯、风电塔筒及内饰件等业务均实现不同程度的增长。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减少 9.5％，主要系原材料价格上涨、财务费用管理费用

研发费用增长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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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9 月 19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



会〔2019〕16 号，以下简称“《修订通知》”），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所有已执

行新金融准则的企业应当结合财会〔2019〕16 号《修订通知》及其附件要求对合并财务报表项

目进行相应调整。2017 年 7 月 5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

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

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019 年 5 月 9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财会〔2019〕8 号，以下简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

要求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2019 年 5 月 16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

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的通知》（财会〔2019〕9 号，以下简称“债务重组

准则” ），要求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

策变更的议案》（详见公告 2020-030）。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相应变更，不会对当期和会计政

策变更之前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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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