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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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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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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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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发股份 600885 ST宏发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林旦旦 章晓琴 

电话 0592-6196766 0592-6196768 

办公地址 厦门市集美北部工业区东林路

564号 

厦门市集美北部工业区东林路

564号 

电子信箱 zqb@hongfa.com zqb@hongfa.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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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03,902,606.78 8,891,519,265.49 10.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570,929,071.94 4,432,062,973.77 3.13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819,686,532.11 -77,529,985.25 1,157.25 

营业收入 3,406,628,963.82 3,355,275,567.43 1.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54,754,960.48 367,317,823.29 -3.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33,915,283.19 344,112,886.09 -2.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7.52 8.68 减少1.1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8 0.49 -3.4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8 0.49 -3.42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9,70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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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有格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4.32 255,614,029 0 质押 134,350,000 

冻结 3,587,091 

联发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2.64 94,174,613 0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1.97 89,179,927 0 无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

合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44 18,190,963 0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82 13,552,980 0 无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信托锐进 43 期高

毅晓峰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46 10,836,529 0 无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

金 

境外法人 1.39 10,339,261 0 无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高毅

晓峰 2 号致信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35 10,082,115 0 无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金鹰增长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27 9,483,242 0 无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全合宜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09 8,096,096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

外，公司未知其他社会公众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

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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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坚定方向、夯实基础、量力而行、稳健发展”的工作指导思想，积极

应对外部形势的复杂变化，扎实推进各项工作，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34.07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

长了 1.5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5 亿元，基本每股收益 0.48 元，比去年同期

减少了 3.4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34 亿元，比去年同期减

少了 2.96%。报告期内，公司效率指标人均销售回款 33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8%。 

报告期内，电力继电器、高压直流、工控、密封继电器等产品较快增长。具体表现在：（1）

公司电力继电器业务结束了近两年的调整，主打产品计量磁保持继电器随着中国国网第二轮换装

加速启动，以及海外法网上量、英网、美网市占率进一步提升，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上半年电力

继电器国内外累计出货同比增长 23.50%。（2）近年来，高压直流继电器在开发高端客户取得卓越

成效，除在国内迅速占据 40%份额外，在海外市场先后获得路虎、保时捷、大众 MEB、奔驰、福特、

特斯拉、三星电池等重大项目主要供应商指定证书，上半年随着新项目推动以及市场份额的稳步

提升，继续呈现快速增长，报告期内累计出货同比增长 55%。（3）工控继电器受益于国家大力提

倡工业自动化产业升级改造形成的良好市场环境，且公司近两年来加大工控产品技术开发投入取

得实效，产品实物质量水平接近行业标杆企业水平，为西门子、三菱、施耐德等客户配套，整体

竞争力明显提升，上半年工控继电器累计出货同比增长 23.3%。（4）报告期内，公司密封继电器

产品发货同比增长 66%。 

报告期内信号继电器、低压开关保持平稳增长。具体表现在：（1）信号继电器可广泛应用于

物联网和智能家居，主要系安防领域项目需求平稳上升，同时在工业测试及医疗检测设备领域取

得客户突破性进展，上半年信号继电器累计出货同比增长 19%。（2）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大力推

动低压开关业务发展，一方面重点推动加快新产品研发以及产品实物质量的改善和提升工作，全

面梳理包含前道零件等制造过程，逐步打造低压开关主要生产环节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继续聚

焦国内外行业标杆大客户，产品导入及上量工作逐步显示成效。上半年低压开关及设备累计出货



同比增长 15.3%。 

报告期内，功率继电器海外市场需求增长稳定，但一季度国内白电市场国际继电器巨头带头

挑起激烈市场竞争，二季度起市场形势渐趋于稳定。上半年功率继电器累计出货同比下降 7.29%。

随着智能家居行业市场规模增长，加上逆变器配套需求增加，预计下半年市场将企稳、巩固后等

待复苏；报告期内，全球主要汽车市场需求下降，特别是国内汽车市场整体下降幅度超出预期，

公司汽车继电器现有市场及客户影响巨大。上半年累计出货同比下降 25%。下半年，公司将加大

奔驰、BOSH等新客户推广力度，为后续上量做准备。随着汽车市场调整趋于末期，下半年公司汽

车继电器业务有望逐步改善，继续缩窄降幅。同时，公司正积极寻找合适标的，通过外延扩张尽

快提升海外市场占有率。 

报告期内，公司新门类产品汽车应用电子产品、真空泵、真空灭弧室、连接器、薄膜电容、

氧传感器等产品通过加大市场推广力度，积累工程案例及供货经验，探索完善市场渠道，上半年

产业化进程加速，产品结构调整效果逐步体现。真空灭弧室发货同比增长 203%；氧传感器发货同

比增长 116%；电容器同比增长 25.5%。尽管自 2018 年 7 月起，公司因对美出口关税影响，形成一

定利润损失，但公司主要产品依托强大的技术研发、质量管理及综合服务能力，对美出口业务仍

整体保持 20%以上较快增长，其中：美国 KG 公司（宏发控股企业）同比增长 36%，美国宏发公司

同比增长 13%。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以质取胜”的经营思想，产品实物质量水平继续提升，功率、汽车、

信号、电力继电器等产品客诉 PPM 均控制在 0.15PPM 以内，远好于国际主要竞争对手。 

公司在国内已初步形成厦门及周边、四川中江、浙江舟山“三大基地”建设规划构想，目前

已有新增低压电器厂房、海沧工业园、西安宏发、漳州宏发生产基地的投入使用，缓解了公司未

来发展的主要瓶颈，为公司未来持续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外，公司产品出口的占比较高，积

累了长期的海外管理经验，公司将继续积极稳步推进全球发展，一方面自行投资设立海外工厂，8

月初，公司第一个海外工厂将在印尼投入生产；另一方面，公司还将谋求海外并购整合机会，加

速提升公司主要产品在欧美市场的份额。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1、2017 年，财政部颁布了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

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保值》以及《企业会

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上 4 项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并要求境内上

市的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本公司自规定之日起开始执行。 

2、财政部于 2019 年 4月 30 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 会[2019]6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本公司根据财会[2019]6 号规定的

财务报表格式编制 2019 年中期财务报表，并采用追溯调整法调整了可比期间相关财务报表列报。

其中，将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项目拆分为“应收账款”及 “应收票据”项目，“应付账款及应付

票据”拆分为“应付账款”及“应付票据”项目。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