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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85                           证券简称：华天科技                           公告编号：2020-026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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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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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天科技 股票代码 002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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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文瑛 杨彩萍 

办公地址 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赤峪路 88 号 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赤峪路 88 号 

电话 0938-8631816 0938-8631990 

电子信箱 htcwy2000@163.com caiping.yang@ht-te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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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4,571,195.13 3,839,330,431.95 -3.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66,976,733.78 85,610,167.48 211.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10,254,622.06 24,943,810.29 742.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57,239,209.89 469,380,096.41 18.7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74 0.0360 170.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74 0.0360 170.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9% 1.45%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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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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25,448,158.25 16,044,968,730.79 7.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943,603,194.73 7,768,107,631.71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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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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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水华天电子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5.42% 696,472,455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夏国证半导体芯片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93% 52,768,89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71% 46,845,574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 CES 半导体行业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33% 36,551,562 0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国联安中证全指半导

体产品与设备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1% 24,799,487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0.60% 16,314,800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8% 13,018,769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发国证半导体芯片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43% 11,799,254 0   

周立功 境内自然人 0.35% 9,500,000 0   

徐建东 境内自然人 0.31% 8,500,29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报告期末，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34,511,409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份的 1.26%；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29,381,786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份的 1.07%；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26,562,836 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份的 0.97%；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26,158,711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份的 0.95%；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24,396,661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份的 0.89%。 

以股东通过各种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的合计数重新排序后，前 10 名股东情况

如上表所示。  

上述前 10 名股东中，周立功在报告期末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9,500,000 股；徐建东在报告期末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8,500,293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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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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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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概述 

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对经济运行造成了巨大负面冲击，也对全球半导体行
业带来了不利影响，各大研究机构对全年半导体产业发展普遍下调预期。疫情对半导体行业的影响最直接

体现在以手机为代表的终端消费型电子产品的需求，根据 IDC等市场研究公司发布的报告，受全球疫情防

控形势不明朗、国际贸易争端等因素的影响，2020 年上半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达到两位数降幅。 

受益于我国疫情防控成效和快速复工复产，我国经济发展先降后升，经济运行总体向好，并且随着我

国加快推进以 5G、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基建”基础设施的建设，加速了集成电路

国产替代进程。2020 年上半年我国集成电路设计业成为三业中增速最大的子行业，为芯片制造和封装测试
企业带来大量订单。根据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统计数据，2020 年上半年我国集成电路产业销售额为 3539

亿元，同比增长 16.1%。其中，设计业销售额为 1490.6亿元，同比增长 23.6%；制造业销售额为 966 亿元，

同比增长 17.8%；封装测试业销售额 1082.4亿元，同比增长 5.9%。 

2020 年上半年，公司高度关注疫情动态和行业发展形势变化，一方面积极组织开展疫情防控和复工复

产，另一方面努力做好生产经营相关工作。主要工作开展情况如下： 

生产经营及客户开发方面，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关注疫情对行业的影响，加强疫情期间与客户的沟通
和订单跟踪相关工作，通过寻求国内客户增量订单弥补疫情导致的海外订单的减少，保障订单总体稳定。

同时，公司不断寻求具有成长潜力的客户合作，新开发客户 88 家，客户结构不断优化。2020 年 1-6 月，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7.15 亿元，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得益于国内客户订单大幅增长，以及相关成本费用

下降等因素的影响，2020 年 1-6月，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7 亿元，同比增长 211.85%。 

技术和产品开发方面，完成了侧面指纹产品、传感器环境光透明塑封工艺、温度传感器灌胶工艺、压

力传感器隐形切割工艺开发，具备量产能力及批量生产。3D NAND 16叠层 SSD产品、基于 Hybrid 技术的

UFS产品、NAND 和DRAM合封的 MCP 产品等多个存储类产品通过可靠性认证，具备量产条件。完成整

条散热片+C-Mold 封装技术研发及量产能力建设，开发了 SSOW10L新产品封装设计方案、框架类 5G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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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砷化镓多芯片+电容芯片混合封装 PA产品。5G 手机射频高速 SiP 封装及基于 12nm工艺的 FCBGA AI

芯片已批量生产。公司 2020 年上半年共获得国内专利授权 15 项，其中发明专利 12 项；美国专利授权 1

项。 

产业布局方面，截至报告期末，华天南京完成一期项目建设及各项生产准备工作，通过封装测试相关

的体系认证和现场审核，并于 2020年 7月 18日举行了一期项目投产仪式。华天南京的投产运营提高了公

司先进封装测试产能，进一步完善公司产业发展布局，提升了公司的综合实力。 

报告期内，公司与华为全面展开数字化转型咨询项目合作，借鉴华为成熟的管理方法论和实践，通过

实施战略管理、营销、销售、客户服务、采购等方面的流程变革，梳理和建立华天特色的管理体系，为公

司运营和管理水平提升打下坚实基础。 

（2）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3,714,571,195.13 3,839,330,431.95 -3.25%  

营业成本 2,909,660,154.89 3,332,986,386.75 -12.70%  

销售费用 58,082,682.12 48,419,635.28 19.96%  

管理费用 193,603,202.43 164,428,280.85 17.74%  

财务费用 43,555,590.35 66,309,792.99 -34.31% 

主要为本报告期银行借款较上年

同期减少，借款利率降低，借款

利息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63,128,925.95 19,379,206.81 225.76% 
主要为本报告期利润总额较上年

同期增长所致 

研发投入 199,683,894.43 173,027,390.63 15.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57,239,209.89 469,380,096.41 18.7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268,914,280.57 -2,537,553,775.46 49.99% 

主要为上年同期取得Unisem公司

股权支付的现金较多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76,324,085.58 291,780,543.52 97.52% 

主要为本报告期子公司华天南京

收到投资款较多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142,102,301.82 -1,773,806,597.95 91.99% 

主要为本报告期投资活动和筹资

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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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7年修订）》（财会〔2017〕

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于 2018 年 12 月 7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2018

年修订）》（财会〔2018〕35号）（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本公司所属子公司 UNISEM (M) BERHAD自
2018年度起执行新收入准则，自 2019年度起执行新租赁准则；本公司及其他子公司自 2020年度起执行新

收入准则，尚未执行新租赁准则。在进行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描述时，本公司对相关内容区别 “已经执

行新租赁准则的公司”和“尚未执行新租赁准则的公司”分别描述。 

本公司执行以上新准则对财务报表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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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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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肖胜利 

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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