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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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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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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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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华鼎 600243 *ST海华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李祥军 

电话 0971-7111159 

办公地址 青海省西宁市七一路318 号 

电子信箱 lixj521@126.com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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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4,497,483.10 1,658,652,760.62 -3.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133,468,690.67 1,150,947,358.53 -1.52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269,910,939.82 275,489,552.22 -2.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7,478,667.86 -20,625,703.82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2,884,354.80 -54,583,262.99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7,193,980.57 -90,348,256.30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53 -1.86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4 -0.05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4 -0.05 不适用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5,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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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股份数量 

广州联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1.85 52,000,000 0 无 0 

深圳市创东方富达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8.43 37,000,000 0 质押 37,000,000 

上海圣雍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8.15 35,744,500 0 质押 35,740,000 

济南享佰居贸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6.00 26,320,000 0 无 0 

西藏清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99 26,300,000 0 无 0 

陈筠 
境内自然

人 
5.98 26,240,000 0 无 0 

青海机电国有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10 18,000,000 0 无 0 

青海溢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10 18,000,000 0 质押 10,719,200 

周建新 
境内自然

人 
2.63 11,523,700 0 无 0 

王坚宏 
境内自然

人 
1.75 7,667,011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报告期内，青海机电国有控股有限公司、青海溢峰科

技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圣雍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承诺将在 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中所取得股份

享有的除收益权、处置权之外的股东权利（包括但不



限于的股东提案权、董事监事提名权、股东大会表决

权等）不可撤销地、不设限制地及无偿地全部授予青

海重型机床有限责任公司行使。2021年 7月 20日起，

公司股东大会豁免了上海圣雍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履行股东以上授权委托承诺事项，深圳创东

方富达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将其持有青海华鼎 3700

万股股份所享有的除收益权、处置权之外的股东权利

不设限制地及无偿地全部授予公司实际控制人于世

光行使，期限为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二年或至创东方

富达不再持有青海华鼎股份之日止。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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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四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 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及主营业务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为制造业，涉及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等。

主要业务：公司主要从事数控机床产品、电梯配件等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公司主要产品包括数

控重型卧式车床系列产品、轧辊车床系列产品、铁路专用车床系列产品、铣床系列、专用机械设

备、环保设备、立式、卧式加工中心系列产品、涡旋压缩机、齿轮（箱）、精密传动关键零部件等。

上述产品广泛应用于通用机械、工程机械、钢铁、航空航天、轨道交通、汽车、汽配、轻工等行

业和领域。 

经营模式：在主营业务范围内，公司建立了董事会领导下的董事会办公室负责营运机制，通

过董事会办公室执行董事会决议和授权，实现各板块专业化管理，实行执行董事和授权人员负责

制，对公司整体运营实行统一集中管理和集体决策。 

二、 报告期内核心竞争力分析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的主要子公司均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在产品水平档次、营销服务网络、细分市场均

具有较强的核心竞争力，公司的“青重牌”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青海青重机床制造有限责任

公司生产的铁路专用机床、重型卧式车床、轧辊车床系列产品在国内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青海

华鼎齿轮箱有限责任公司是我国工程齿轮（箱）的主要生产企业之一；广东精创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为日立电梯的主要配套企业和战略合作伙伴。截止目前，公司共承担了四项国家高档数控机床



及基础制造装备科技重大专项，参与了两项；2012年被国家发改委批复确认为“国家地方联合工

程研究中心”，现有有效专利 108项,其中发明专利 18项，被国家科技部认定为青海省内唯一一家

“2007年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2008 年被列入第二批创新型试点企业，2014年被中

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评为“全国机械工业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三、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呈现稳定恢复、持续发展的态势。得益

于国内疫情的有效控制与宏观政策效应的持续释放，2021年上半年机械工业市场需求逐步恢复、

运行环境不断改善，企业发展信心不断增强，行业生产保持平稳的趋势。但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

行业成本压力上升直接影响到企业效益；账款回收难，行业资金周转率低。受以上原因影响，2021

年上半年，公司完成营业收入 2.7亿元，因 2020年出售全资子公司广东恒联食品机械有限公司导

致合并范围的减少，较上年同期减少了 2.0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747.87 万元,上年同

期为-2,062.57万元,较去年同期减亏 314.70万元。 

展望下半年，利好于机械工业运行与发展的因素在积累释放，但是机械企业或将面临原材料

成本高与账款回收难叠加产生的资金压力。公司将以年初既定的经营计划，继续加大资源整合，

合理优化资源配置，加大考核力度，控制运营成本，提质增效，力争完成全年计划。另，为了提

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以及为未来业绩提供新的增长点，公司收购广州市锐丰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70%股权事项已于 2021年 8月 13日完成了工商变更手续，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

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不适用  

四、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一) 主营业务分析 

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269,910,939.82 275,489,552.22 -2.02 

营业成本 240,412,153.77 251,538,959.28 -4.42 

销售费用 7,555,796.02 19,291,928.83 -60.83 

管理费用 37,797,222.08 41,538,401.46 -9.01 

财务费用 557,905.55 20,172,050.34 -97.23 

研发费用 9,127,079.75 18,121,051.11 -49.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7,193,980.57 -90,348,256.30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990,615.11 101,795,924.45 -61.7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445,228.51 -21,665,952.47 不适用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出售子公司合并范围变化所致。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受收入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子公司减少所致。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子公司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融资减少所致。 

研发费用变动原因说明：子公司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子公司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处置非流动资产收回现金减少，投资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偿还银行借款。 



2 本期公司业务类型、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二) 非主营业务导致利润重大变化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三) 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适用□不适用  

1. 资产及负债状况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上年期末数 

上年期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本期期末

金额较上

年期末变

动比例

（%） 

情况说

明 

货币资金 36,288,537.31 2.28 131,767,950.09 7.94 -72.46 

偿还银

行 借

款，生

产投入

支付 

应收账款 131,365,607.89 8.24 75,638,850.34 4.56 73.67 

按合同

要求未

到收款

期 

预付账款 17,399,916.81 1.09 9,376,885.87 0.57 85.56 
生产投

入增加 

其他应收款 99,294,855.22 6.23 165,230,199.05 9.96 -39.91 

收回股

权转让

款所致 

使用权资产 10,465,686.89 0.66   100.00 

首次执

行新租

赁 准

则，将

租赁资

产确认

为使用

权资产 

短期借款 98,626,736.19 6.19 155,003,938.07 9.35 -36.37 
偿还银

行借款 

合同负债 40,059,192.86 2.51 28,786,395.75 1.74 39.16 
预收账

款增加 

其他应付款 28,710,772.23 1.80 20,997,905.66 1.27 36.73 
往来欠

款增加 

其他流动负 52,918,577.18 3.32 35,049,556.63 2.11 50.98 未到期



债 已背书

的票据

及待转

销项税

额增加 

长期应付款 75,454.50 0.00 310,909.05 0.02 -75.73 
欠款减

少 

租赁负债 10,744,737.27 0.67   100.00 

首次执

行新租

赁准则

确认租

赁负债 

少数股东权

益 
-2,283,358.74 -0.14 4,008,962.51 0.24 -156.96 

少数股

东损益

亏损增

加 

2. 境外资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 截至报告期末主要资产受限情况 

√适用□不适用  

 

项目 期末账面净值 受限原因 

货币资金 1,026,274.87 履约保证金、法院冻结 

固定资产 8,844,261.25 抵押 

无形资产 3,712,685.97 抵押 

应收款项融资 43,960,923.87 质押 

合计 57,544,145.96 / 

4. 其他说明 

□适用√不适用  

(四) 投资状况分析 

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适用 √不适用  

(1) 重大的股权投资 

□适用√不适用  

(2) 重大的非股权投资 

□适用√不适用  

(3)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适用√不适用  

(五) 重大资产和股权出售 

□适用√不适用  



(六) 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主要产品或服务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广东精创 电梯配件 7,000.00 33,069.38 12,630.40 15,365.80 139.83 

青海青重 重型数控卧式加工中心 10,000.00 19,818.44 9,994.35 9,833.74 -12.18 

华鼎齿轮箱 齿轮箱 15,000.00 19,492.93 5,528.94 2,336.65 -112.43 

(七) 公司控制的结构化主体情况 

□适用√不适用  

五、 其他披露事项 

(一) 可能面对的风险 

√适用□不适用  

1、因公司装备制造业需要高技术投入的特点，公司研发人才、技术人员的储备是否能够满足

今后业务发展存在一定的风险； 

2、人工成本的增加、应收账款数额大、回收难、融资难、融资贵、转贷难等因素以及同行业

恶性竞争等不确定性等因素的存在，将对公司组织生产和经营带来严重的考验； 

3、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行业成本压力上升直接影响到企业效益。 

(二) 其他披露事项 

√适用□不适用  

公司于 2021年 6 月 29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于 2021 年 7月 20日召开的

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青海华鼎关于收购广州市锐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70%的股权的议案》。基于广州市锐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下称：“锐丰文化”）所处的文化创意设

计领域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以及为未来业绩提供新的增长点，

同意公司在锐丰文化 100%股权评估值为人民币 39,948.73万元（评估基准日 2021年 2月 28日）

的基础上，与广州市锐丰音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锐丰科技”）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锐丰科技持有锐丰文化 70%的股权，收购 70%股权对应的价格为人民币

27,964.111万元，同时授权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全权办理相关事宜。 

详细情况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上海证券报》和《证券

时报》披露的《青海华鼎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24）、《青

海华鼎关于收购广州市锐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70%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25）、《青海

华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公司收购资产相关事项的问询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29）《青海华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公司收购资产相关事项的二次问询函>回复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 2021-031）、《青海华鼎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21-032）。 

2021年 8月 13日，锐丰文化已完成工商变更手续并取得新的《营业执照》。本次工商变更后，

公司持有锐丰文化 70%股权，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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