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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29                                证券简称：好利来                            公告编号：2018-088 

好利来（中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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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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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利来 股票代码 00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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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志容  

办公地址 厦门市翔安区舫山东二路 829 号  

电话 86-592-5772288  

电子信箱 securities@hollyfuse.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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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89,331,217.16 87,331,382.81 2.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402,098.55 14,745,485.50 -15.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1,117,506.01 13,142,250.58 -15.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04,072.01 12,100,992.81 -84.2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22 -13.6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22 -13.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3% 3.59% -0.6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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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 

总资产（元） 477,460,448.43 452,934,585.78 5.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24,567,276.38 418,673,881.03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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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5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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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好利来控股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42.65% 28,440,040 0   

旭昇亚洲投资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5.96% 17,310,000 0 质押 16,350,00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47% 979,400 0   

余江县乔彰投

资咨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9% 258,500 0   

陈春辉 境内自然人 0.38% 254,000 0   

余江县衡明企

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29% 191,800 0   

林波 境内自然人 0.28% 188,800 0   

林伟平 境内自然人 0.27% 182,900 0   

殷永志 境内自然人 0.23% 155,500 0   

朱德君 境内自然人 0.23% 151,00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好利来控股有限公司、旭昇亚洲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发起人股东

并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两名发起人股东与上述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公司未知上述其他前 10 名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上述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陈春辉通过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7,0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27,000 股，合计持有公

司股票 254,000 股；朱德君通过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

司股票 62,1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88,901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51,001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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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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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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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8年上半年经营状况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营业收入      89,331,217.16       87,331,382.81  2.29% 

营业成本      52,085,799.16       48,785,629.83  6.76% 

利润总额      15,497,046.09       17,975,085.54  -13.79% 

净利润      12,402,098.55       14,745,485.50  -15.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04,072.01       12,100,992.81  -84.27% 

    2018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8,933.12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29%；实现净利润1,240.21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15.89%，主要原因如下： 

    1、公司对外出租的厂房较去年同期增加，空置厂房利用率有所提高； 

    2、受行业竞争的影响，产品的销售单价有所下调； 

    3、受原材料价格和人工成本上涨的影响，产品的销售成本有所增加。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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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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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合并范围比上年度增加 1 户，为新设全资子公司。 

子公司名称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好利来智慧城市科技（厦门）

有限公司 
2018 年 2 月 6 日 21,000,000.00 元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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