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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63                                证券简称：豪尔赛                            公告编号：2021-036 

豪尔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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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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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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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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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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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7,983,660.24 253,584,662.64 84.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3,343,073.80 26,135,255.97 65.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1,901,802.79 16,181,878.10 97.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5,161,505.10 -110,107,365.98 40.8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 0.17 70.5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 0.17 70.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8% 1.5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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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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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3,322,581.23 2,135,553,230.48 1.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94,569,269.80 1,656,555,409.74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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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78 
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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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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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 5,7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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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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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1,715,137    

戴聪棋 境内自然人 0.90% 1,359,458 1,359,458   

沈小杰 境内自然人 0.88% 1,316,530    

陈小枝 境内自然人 0.85% 1,273,100    

李秀清 境内自然人 0.83% 1,25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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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刘清梅之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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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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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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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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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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以“三智一网”的战略改革发展为导向，进一步强化管理体系，持续创新发展模式，多元化探索发展，推

进智慧科技化建设，赋能照明及相关产业的转型升级。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为 46,798.37 万元，较去年同期上升

84.55%；营业利润为 4,878.17 万元，较去年同期上升 57.01%；利润总额为 4,878.16 万元，较去年同期上升 57.02%；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334.31 万元，较去年同期上升 65.84%。 

1、报告期内，公司新增 200 米以上超高层项目有：南京金融城二期东区智慧照明、城脉金融中心大厦项目外立面灯光

工程、广发证劵大厦泛光照明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顺德农商银行大厦泛光照明工程、海航中心 D10 项目泛光照明设计项

目、神州数码国际创新中心项目泛光安装工程、华电集团华中总部研发基地项目泛光照明设计（江城之门）。截至报告期末，

公司承接高度在 200 米以上的超高层建筑的楼宇合计 61 幢。 

2、公司成为迪拜世博会中国馆官方合作伙伴&主题灯光展演指定智慧光艺系统服务商。中国馆建筑名为“华夏之光”， 

寓意希望和光明。中国馆建筑遵循“中西合璧、以中为主、古今交融”的设计原则，将中国元素与现代科技巧妙结合，彰显中

华文化自信和大国风范。此次参与世博会项目，是公司国际化战略发展上的又一次重要里程碑，以迪拜市场为核心，立足中

东，辐射全球，标志着公司进军新时代国际市场的步伐又迈出了坚实一步。 

3、全新企业标识焕新发布。5 月 18 日，公司召开以“光耀你我、智联未来”为主题的企业标识焕新发布会，公司新标识

的诞生，不仅是全体员工集体智慧的结晶，更凝聚和传承着豪尔赛人企业文化精髓和深刻内涵，标志着公司进入了一个崭新

的发展阶段，对宣传企业形象、塑造企业文化，提升企业品牌和知名度具有重要作用。新标识符合“新背景、新形势、新业

态”战略方针，彰显了公司建设具有国际化竞争力的品牌决心。标识的全新升级标志着公司将迈步新的征程，书写新的篇章。 

4、全新定制化官方网站正式上线发布。公司全面改版后的官方网站采用更具现代感的设计语言和更科学的网站架构，

适配 PC 端和移动端多平台，兼具科技美感和操作实用性。从形式来看，页面设计更加精致、现代、美观，结构更加合理，

形象更加统一；从内容来看，网站的信息更加丰富，阅读更加人性化；从效果来看，优美详尽的文字配上从数百张项目图库

中精心挑选出的照片，映射出公司精益求精的企业文化。全新官方网站带给受众全新的高品质交互体验的同时，也凸显了公

司“智慧”、“科技”的品牌属性。  

5、《缘梦·夜游体验记》夜游产品上线。报告期内，公司智慧文旅事业部精心打造了《缘梦·夜游体验记》夜游产品，截

至本报告披露日，《缘梦·夜游体验记》全国巡游首站，“浸”在花卉大观园活动已经开幕，融合了大数据算法、游戏玩法、文

旅运营管理模式，运用了超媒体、多维交互等新型智能手段，结合了夜食、夜购、夜体验，打造崇尚心灵自由的轻休闲乐园。

这是公司整合智慧光艺、智慧城域、智慧文旅资源，聚焦光影与艺术，开展文化创新、技术创新、模式创新的文旅全新成果，

是公司以战略规划为导向，从传统的夜景照明向着智慧文旅、智慧城域的横向延伸，是公司智慧化转型升级取得的突破性进

展。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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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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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HAO 平台的开发。公司新增取得实用新型专利 7 项、

外观设计专利 1 项、软件著作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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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项、外观设计专利 1

项、软件著作权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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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参与编制的团体标准《超高

层建筑夜景照明工程技术规程》（T/CECS 859-2021）已获批准发布，将积极推动行业的规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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