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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63                                证券简称：豪尔赛                            公告编号：2021-003 

豪尔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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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均通过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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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50,359,93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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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尔赛 股票代码 002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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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春辉 戴程玲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28 号院诺德中

心 3 号楼 22 层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28 号院诺德中

心 3 号楼 22 层 

电话 010-88578857-966 010-88578857-966 

电子信箱 haoersai@hes0501.com.cn haoersai@hes0501.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巩固在标志性/超高层建筑、文旅表演/艺术景观、城市空间照明等景观照明领域的领先优势，在此

基础上，拓展光环境及相关产业的结合之路。公司系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拥有行业领先的照明工程施工能力和设计能力，已

取得我国照明工程行业的《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和《照明工程设计专项甲级》两项最高等级资质。 

公司坚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经过20年的行业深耕细作，在技术创新、质量与品牌、管理团队与专业人才、售后服务等

要素上具有相当的发展优势，打造出诸多大型、标杆类、精品类项目，荣获“全球半导体照明示范工程100佳”、“爱迪生

全球照明设计大赛亚太区优胜奖”、“爱迪生全球照明设计大赛亚太地区最佳奖”等国际奖项，多次荣获“中国照明学会特

别奖”、“中照照明奖--照明工程设计奖一等奖”、“中照照明奖--照明工程设计奖二等奖”、“中照照明奖--照明工程设

计奖三等奖”、“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阿拉丁神灯奖--十大工程奖”、“中国绿色照明

工程优秀奖”、“上合组织青岛峰会照明建设杰出贡献奖”、“北京照明奖--一等奖”等国内奖项，公司已发展成为行业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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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企业，在行业内具有较高的市场知名度。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业务采取“设计+施工+销售+采购”的经营模式，主要面向政府部门、大型

央企/国有企业、其他客户等，一般采用招投标的方式获取业务，其他类型客户一般采用商务谈判、邀标与公开招投标相结

合的方式获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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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598,116,208.17 1,157,000,523.38 -48.30% 921,915,221.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750,623.22 215,818,506.25 -80.19% 170,811,702.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119,012.13 214,792,213.73 -89.70% 173,144,217.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2,943,040.38 107,730,708.21 -214.12% 48,645,483.5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 1.81 -84.53% 1.5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 1.81 -84.53% 1.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0% 24.95% -22.35% 31.74%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2,135,553,230.48 2,287,045,879.40 -6.62% 1,042,642,994.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56,555,409.74 1,640,254,336.83 0.99% 623,639,66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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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663,017.71 145,921,644.93 168,501,941.44 176,029,604.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023,753.60 15,111,502.37 10,919,144.09 5,696,223.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802,424.76 8,379,453.34 8,264,400.27 -2,327,266.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445,684.47 -48,661,681.51 -2,546,502.87 -10,289,171.53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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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64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7,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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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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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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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状态 数量 

刘清梅 境内自然人 23.36% 35,128,385 35,128,385   

戴宝林 境内自然人 23.36% 35,128,385 35,128,385   

上海高好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71% 8,591,772 8,591,772   

高荣荣 境内自然人 4.85% 7,291,600 0   

郭秋颖 境内自然人 2.08% 3,124,930 0   

湖北宏升优选

六号企业管理

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1% 3,024,740 0   

上海烛升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0% 3,009,200 0   

深圳市百宏成

长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百宏

启航一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6% 1,750,000 0   

深圳前海弘信

通金融服务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8% 1,621,330 0   

福建大田楚之

源电子商务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7% 1,458,2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戴宝林先生与刘清梅女士为夫妻关系，戴聪棋先生为戴宝林先生与刘清梅女士之子，上述三

人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为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人。上海高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

公司员工持股平台，戴宝林先生为上海高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刘

清梅女士为高好投资有限合伙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

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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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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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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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为59,811.62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48.30%；营业利润为4,707.69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81.59%；利润总额为4,662.47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81.7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275.06万元，较去年同期下

降80.19%。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比变动的主要原因是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公司主要经营工作情况如下： 

（1）跨区域经营能力持续提高。公司已在全国拥有3家全资子公司、6家分公司，已构建了深耕华北、华东、华中、西

南、华南市场，辐射全国的市场网络布局。报告期内，公司基于国际化经营发展战略，在阿联酋投资设立子公司，截至本报

告披露日，相关审批或备案手续正在办理中，如本次对外投资设立顺利达成，将为公司海外业务的开展提供有效通道，进一

步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实力和未来持续发展动力。 

（2） “智慧+”战略的深度融合。报告期内，公司中标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张家口赛区张家口奥运村及古杨

树场馆群建设项目—北欧中心跳台滑雪场（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智慧照明系统及智慧夜游运营系统工程EPC总承包”，

并签署了《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本项目以智能、绿色、低碳为切入点，运用先进科技手段，打造智慧照明系统及智

慧夜游运营系统，并建立智慧管理一体化平台，本项目的实施是公司智慧管理技术在项目中的进一步应用，是公司在光环境

及相关产业的研究探索，即“智慧+光艺（照明）+文旅”的深度融合。 

（3）获批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2020年12月，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评审，公司获批

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公司2019年已获评“北京高精尖产业设计中心”，本次获批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是公司科研工作

的重大进展，为公司引进和培养高精尖创新人才、推动数字技术融合发展、产学研成果转化、提升市场竞争力、加快培育和

发展新动能提供了支撑平台，是公司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的重要纽带，在引领和推动公司自主创新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为推动高精尖产业项目尽快落地提供助力。博士后在站期间，将在豪尔赛丰富的业务场景和海量数据中，开展前沿课

题研究，覆盖智慧光艺（照明）、智慧文旅、智慧城域等多层创新领域，为国家智慧城市建设的跨领域融合技术研究和数字

产业发展做出贡献。 

（4）技术研发新突破。公司一直重视技术产品和服务的研发投入，包括人才的培养引进及资源的优先保障。报告期内，

围绕智慧城市建设重点投入跨专业领域融合应用技术的研发，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公司新增取得发明专利4项、实用新型专

利12项、软件著作权8项，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总计拥有发明专利5项、实用新型专利54项、软件著作权24项。公司以董事长、

总经理戴宝林先生为首的技术团队主要由行业资深技术人员组成，多年的科研工作经历使他们对国内外照明工程行业的技术

水平和发展趋势等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报告期内，公司参与编制的《LED体育照明应用技术要求》（GB/T38539-2020）、

《LED夜景照明应用技术要求》（GB/T39237-2020）等国家标准已发布实施，积极推动了行业的规范化发展。 

（5）发展模式的探索创新。公司参与认购了共青城秋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金份额，并签署《共青城秋

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本合伙企业专项投资于中芯集成电路制造（绍兴）有限公司。本次投资是公

司发展模式的探索创新，通过借助专业投资机构的投资能力和投资管理经验，助力公司实现长期发展战略，促进公司的转型

升级，本次投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将对公司长远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6）管理体系持续完善。开拓新渠道，进一步增加银行信用授信规模，全面推行新的付款方式，降低了公司的财务成

本；持续秉持“人才为本”的企业理念，持续加强部门组织结构和人才结构的优化，引进专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服务机构，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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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优化公司的薪酬体系、绩效管理体系、岗位管理体系、招聘与培训体系，促进人才战略性储备和培养，提高人力资源效率；

对供应体系及内部运行效率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强化成本和效率管控；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构建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建立科学有效的决策机制、市场快速反应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规范公司的内部管理，营造良好的管理氛围，形成良好的企

业文化。 

（7）继往开来，再创辉煌。从2000年到2020年，豪尔赛顺流时间的脉搏，走过了峥嵘岁月二十载。秉持初心，勤勉耕

耘，在发展的路上扬帆远航、破浪前行。2020年亦是公司成功迈向资本市场的一周年，深交所的钟声犹在耳畔。“光耀你我，

智联未来”，公司将继续秉持匠心精神以“光无言、品自显”的定位，不断创新研究新技术、新模式、新融合，持续铸就精品、

塑造品牌，再创辉煌。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照明工程施工 592,257,070.39 201,694,869.44 34.06% -47.93% -53.55% -4.12%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变动幅度在30%以上的主要报表项目和财务指标及其主要原因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增减幅度 主要原因 

营业收入 598,116,208.17 1,157,000,523.38 -48.30%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 

营业成本 392,758,983.37 714,288,268.95 -45.01%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减少所致。 

税金及附加 1,401,956.10 3,517,478.47 -60.14%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 -2,354,840.25 -522,432.43 -350.75% 报告期内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3,834,197.17 1,317,354.75 191.05% 报告期内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20,916,992.90   100.00% 报告期内理财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23,721,226.61 37,396,346.56 -36.57% 报告期内会计政策变更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7,042,366.72 2,671,759.48 912.16% 报告期内会计政策变更所致。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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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颁布了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并要求境内上市的企业

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新收入准则具体政策详见《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之“五、重要会

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之“27、收入”。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新收入准则要求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期期初(即2020

年1月1日)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此项会计政策变更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采用变更后会计政策编制的2020年度合并利润表及母公司利润表各项目、2020年度合并资产负债表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各项

目，与假定采用变更前会计政策编制的这些报表项目相比，除部分财务报表科目重分类外，没有重大影响，相应财务报表项

目变动详见《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之“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之“31、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

计变更”之“（3）2020年起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2、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公司未发生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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