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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952                           证券简称：恒辉安防                           公告编号：2021-046 

江苏恒辉安防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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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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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辉安防 股票代码 300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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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鑫伟 吴鑫伟 

办公地址 
江苏省如东经济开发区工业新区黄山路

西侧 

江苏省如东经济开发区工业新区黄山路

西侧 

电话 0513-69925999 转分机 8088 或 8089 0513-69925999 转分机 8088 或 8089 

电子信箱 ir@hhglove.com ir@hhglove.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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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456,006,116.30 375,979,693.14 21.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6,018,517.35 58,718,907.73 -21.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40,016,883.54 58,026,571.55 -31.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5,773,457.45 64,134,954.87 -4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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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 0.54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 0.54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55% 14.07% -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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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9,444,954.04 859,892,202.12 39.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79,279,437.11 493,830,435.57 78.0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24,673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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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海霞 境内自然人 34.50% 50,000,000 50,000,000   

王咸华 境内自然人 13.80% 20,000,000 20,000,000   

王鹏 境内自然人 13.80% 20,000,000 20,000,000   

南通钥诚股

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90% 10,000,000 10,000,000   

上海盛宇黑

科创业投资

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5% 3,260,870 3,260,870   

常州清源六

号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5% 3,260,870 3,260,870   

如东融实毅

达产业投资

基金（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0% 2,173,913 2,173,913   

吕茂涛 境内自然人 0.17% 249,816 0   

上海盈嘉信

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

合伙）－盈嘉

信嘉信2号私

募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15% 210,900 0   

叶雨虹 境内自然人 0.13% 192,70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姚海霞系王咸华之配偶，王鹏系王咸华、姚海霞之子； 

王咸华系南通钥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王咸华、姚海霞分别持

有南通钥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61.10%、10.00%的出资份额。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报告期末，公司股东夏进未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通过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23,078 股，实际合计持有 123,078 股；公司股东王

军未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 113,1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13,1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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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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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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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5,600.6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1.2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4,601.85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21.63%。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同比变化的原因主要是：受益于公司“功能性安全防护手套自动化升级改

扩建项目”形成的新增产能逐步释放，公司营业收入实现增长；与此同时，拜耳胶、PU胶等大宗化工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

人民币升值；此外，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新产品和新工艺研发的深入，报告期内，公司管理费用及研发投入同比增幅

较大。 

报告期内，公司开展的重点工作如下： 

1、稳步推进募投项目建设，争取早日达产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公司“功能性安全防护手套自动化升级改扩建项目”已顺利完成各项竣工验收工作，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本项目建成并达产后，新增产能将显著缓解公司当前面临的产能瓶颈，进一步扩大公司规模优势，进而满足日

益增长的客户需求，巩固和提升公司市场地位。 

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恒尚材料实施的“超纤维新材料及功能性安全防护用品开发应用项目”亦有序推进。截至本报告签

署之日，本项目一期主体工程（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第一生产车间）己基本建设完毕，相关产线和设备正在调试过程中，

并逐步开始试生产。公司预计本年度10月底，项目一期所有产线和设备均调试完毕，并正式投入生产。一期项目建成并达产

后，公司将每年新增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标准产能600吨的生产能力。上述产品将被优先用于替代外购的高性能纤维材料，

并将其纺织或包覆为高性能纱线，并最终制成高性能防切割手套。未来，公司也将充分利用该等纤维的多样化市场需求，拓

展其应用领域，积极创造新的盈利增长点。 

此外，公司“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也在按规划推进。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包覆及针织中试车间已基本建成并逐

步投入使用。浸胶中试生产线及分析、检测、试验中心等项目也在规划建设中。 

2、积极践行精益生产理念，坚持精细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面临主要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外部压力，为有效化解上述因素给公司经营带来的不

利影响，公司管理层将本年度定为“成本控制年”，公司及各职能部门积极践行精益生产理念，通过采取多种行之有效的措

施，持续减少生产经营过程中的浪费现象，进而实现生产过程的合理性、高效性及灵活性。以公司生产部为例，报告期内，

生产部共计实施降本增效项目11项，内容涵盖管理改进、成本优化、效率提升等多方面。在管理改进方面，公司启动蒸汽使

用效能提升项目，通过降低产线烘箱内湿度，减少蒸汽使用量及优化废气回收风量及阀门控制，减少热量损失等措施，提升

蒸汽使用效率。在成本优化方面，公司启动节水项目，通过冷凝水和泡洗水循环使用、泡水槽增加流量计和自动补水功能以

控制用量、水洗参数优化等措施，降低生产线整体用水量。在效率提升方面，公司调整套模工序人员编制，将浸胶车间套模

人员由原先3或4人/班，精简至2人/班。仅上述3个项目，预计年度为公司节约综合运营成本1,000余万元。公司将持续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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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益生产理念，做好精细化管理。 

3、大力改革营销管理体系，优化组织架构 

随着公司整体产能的释放和经营规模的扩张，公司现有的营销管理体系已不能完全满足公司未来业务发展的需要。报

告期内，公司对现有的营销管理体系进行改革和优化。在以OEM/ODM业务为主的外销市场方面，公司以上海为基地加强营销

中心建设，提升营销团队配置，从而进一步激发团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以自主品牌业务为主的内销市场方面，公司初步

制定了自主品牌整合营销方案，并着力加强内销市场的营销团队建设。公司将持续加大营销网络建设，提高市场开拓力度，

大力推动国内市场业务的培育和发展。 

4、着力强化研发引领作用，聚焦产品创新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功能性安全防护手套新增产品开发项目17项，重点推进长筒防化水洗、全浸光面加固化、隔热、

绝缘等丁腈、乳胶各胶种产品开发，其中部分新产品已进入小批量生产阶段。在新产品开发过程中，研发团队一方面通过定

期组织召开开发项目研讨会，运用头脑风暴等方式商讨、分析项目进展中的问题，从而形成良好的研发氛围，推进研发项目

的开展；另一方面注重研发工作的规范化，按照产品开发管理流程及项目管理方式，运用FMEA、APQP等工具的开发管理理念，

进行产品开发和过程管控。新产品的持续开发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完善产品结构，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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