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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15                             证券简称：海康威视                     公告编号：临 2020- 042 号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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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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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用）：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

利，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海康威视 股票代码 002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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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方红  

办公地址 杭州市滨江区物联网街 518 号  

电话 0571-88075998、0571-89710492  

电子信箱 hikvision@hikvis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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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71,159,243.76 23,923,273,424.50 1.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623,972,830.87 4,216,755,210.24 9.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463,498,377.68 4,122,195,529.03 8.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9,966,340.57 -431,063,793.18 116.2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93 0.444 11.0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93 0.444 11.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75% 10.86%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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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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938,322,381.28 75,358,000,240.29 -4.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3,512,901,460.11 44,904,033,876.83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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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71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持股 5%以上的普通股股东或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报告期末持

有的普通股

数量 

报告期内增

减变动情况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普通

股数量 

持有无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状态 数量 

中电海康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8.88% 3,632,897,256  - - 3,632,897,256  质押 50,000,000  

龚虹嘉 境外自然人 13.43% 1,255,056,700  - 941,292,525  313,764,175  质押 490,24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95% 556,442,594  -32,151,596  - 556,442,594  - - 

新疆威讯投资管理有限

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82% 450,795,176  - - 450,795,176  质押 114,758,998  

新疆普康投资有限合伙

企业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5% 182,510,174  - - 182,510,174  质押 127,700,000  

胡扬忠 境内自然人 1.95% 182,186,477  - 136,639,858  45,546,619  质押 54,550,000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五十二研究所 
国有法人 1.93% 180,775,044  - - 180,775,044  -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0% 103,176,837  6,578,774  - 103,176,837  - -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70% 65,818,800  - - 65,818,800  - - 

高华－汇丰－
GOLDMAN, SACHS & 

CO.LLC 

境外法人 0.49% 46,227,207  46,227,207  - 46,227,207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电海康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五十二研究所同受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控制；公司境外自然人股东龚虹嘉先生与新疆普康投资有限合伙企业的有限

合伙人陈春梅女士为夫妻关系；公司境内自然人股东胡扬忠先生同时持有新疆威讯投

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和新疆普康投资有限合伙企业股份。 

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其他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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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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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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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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正常的社会秩序被打乱，实体经济遭受巨大冲击；中美贸易

冲突进一步加剧，国际形势愈加严峻，全球产业链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国内外经营环境的重大不确

定性，公司审慎灵活应对，始终坚持以客户需求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持续推进公司的稳健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42.7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4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2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6%。公司2020年上半年毛利率为49.76%，比上年同期提高3.43个百分点。 

（1） 加大研发，继续以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 

公司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强调底层技术积累，提升系统设计能力，升级产品与解决方案，打造公司业

务综合竞争力。 

（2） 数智融合，助力行业智慧化升级 

公司大力推进 “数智融合”，进一步将AI与感知大数据、多维大数据结合，推动智慧化管理手段的

落地应用，助力各行业用户进行数字化转型。 

（3） 协同发展，创新业务打造市场新格局 

公司启动智能家居业务的分拆上市筹备工作，机器人、汽车电子、智慧存储、海康微影等业务持续快

速发展，海康消防、海康睿影等新创业务加入创新业务板块，创新业务的发展梯队逐渐形成，传统业务与

创新业务协同发展，为公司成长打开新的空间。 

（4）   规范运营，继续推进全球合规体系建设 

公司继续推进全球合规体系建设，结合各国别/地区法律法规和业务制定合规相关规则，推动公司治理

体系和管控水平的进一步国际化。 

（5） 调整策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为应对宏观环境的重大变化，公司加大了费用管控力度，推进内部运营效率提升，审慎灵活开展业务，

保持公司平稳健康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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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于 2017 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 (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要求进行的变更，对相关财务报表项目的影响

详见财务报表附注（三）、31.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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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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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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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报表范围变动具体情况详见财务报表附注（六）合并范围的变更。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宗年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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