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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78                             证券简称：*ST 华昌                             公告编号：2021-105 

华昌达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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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的董事会会议。 

1、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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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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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华昌 股票代码 300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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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泽（暂代） 亢冰 

办公地址 湖北省十堰市东益大道 9 号 湖北省十堰市东益大道 9 号 

电话 0719-8767909 0719-8767909 

电子信箱 
hchd@hchd.com.cn  

hchd_zq@hchd.com.cn 
kangbing@hch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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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1,472,030.20 715,375,943.10 9.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2,897,970.42 -85,435,391.53 -43.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01,716,108.51 -76,245,303.89 -33.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0,112,665.57 124,187,082.53 -13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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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35 -0.1540 -38.6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35 -0.1540 -3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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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2,277,722.49 2,670,035,772.32 4.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38,654,984.39 -312,869,726.29 -40.2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3,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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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河子德梅柯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27% 122,442,778 122,442,778 

质押 122,100,000 

冻结 122,442,778 

颜华 境内自然人 7.70% 44,350,790 2,400,100 
质押 44,350,000 

冻结 44,350,790 

深圳市高新投保证担保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8% 16,600,000 0   

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3% 14,000,000 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永利 33 号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2.43% 13,998,600 0   

陈泽 境内自然人 1.03% 5,921,638 4,441,228 
质押 5,900,000 

冻结 5,921,638 

张胜敏 境内自然人 0.69% 4,000,000 0   

张晓森 境内自然人 0.66% 3,800,000 0   

张海彬 境内自然人 0.66% 3,800,000 0   

深圳前海盛世辰金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9% 3,400,9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石河子德梅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陈泽为一致行动人；深圳市高新投保证担保有

限公司、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除此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林少蓬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096,000 股外，还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2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216,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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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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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自2018年7月6日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完毕之后，公司股权结构发生变化，公司单一股东持有股份的比例均未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30%，同时，公司任何股东均无法单独通过实际支配公司股份表决权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以及公司

重大事项。基于上述情况，依据《公司法》和证券监管相关规定，公司经审慎判断，公司无实际控制人，无控股股东，详情

请见公司于2018年7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司无实际控制人的提示性公告》。  

2019年10月30日，公司回购注销128万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后（详情请见公司于2019年10月30日在巨潮

资讯网披露的《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司总股本由59,846.3412万股变为59,718.3412万股。 

2021年3月15日，公司回购注销2146.7万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后（详情请见公司于2021年3月16日在巨

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司总股本由59,718.3412万股变为57,571.6412万股。 

    截至2021年8月20日，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及公司已知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股） 
是否有一致行动人 

1 石河子德梅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1.27% 122,442,778 是 

2 颜华 7.70% 44,350,790 否 

3 深圳市高新投保证担保有限公司 2.88% 16,600,000 是 

4 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2.43% 14,000,000 是 

5 陈泽 1.03% 5,921,638 是 

6 胡东群 0.55% 3,162,058 是 

7 徐学骏 0.39% 2,261,122 是 

8 贾彬 0.00% 0 是 

9 步智林 0.00% 0 是 

10 李军 0.005% 26,500 是 

11 曹霞 0.00% 0 是 

 

注：上表中曹霞为股东石河子德梅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人之一李海峰妻子，李海峰因病去世，其于石河子

德梅柯份额由其妻子曹霞继承，相关合伙人于2020年1月重签了合伙协议。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陈泽、

胡东群、贾彬、步智林、李军、曹霞、徐学骏与石河子德梅柯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如上表所示，公司仍不存在单一股东或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达到30%以上的情形；不存在单一股东或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实际可支配的股份表决权超过30%的情形；不存在单一股东或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实际支配公司股份表决权

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的情形；亦不存在单一股东或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依其可实际支配的公司股份表决权

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形。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股权结构、董事会及高

级管理人员构成情况的分析，截至本报告日，公司无实际控制人，无控股股东的情况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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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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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债权人高新投集团向法院申请对公司重整，截至本报告日，法院尚未正式受理公司重整，但已裁定批准

公司进入预重整，公司将积极主动配合法院和临时管理人开展各项预重整工作，全力推动公司尽快进入重整程序，尽快优化

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恢复持续经营及盈利能力，推动公司回归可持续发展轨道。 

 

 

特此公告。 

 

华昌达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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