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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85                           证券简称：华天科技                           公告编号：2019-054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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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9,330,431.95 3,785,884,856.52 1.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5,610,167.48 210,483,588.10 -59.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4,943,810.29 192,522,070.41 -87.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69,380,096.41 359,544,814.89 30.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02 0.0988 -59.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02 0.0988 -59.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5% 3.87%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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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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49,714,844.08 12,442,682,421.66 16.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891,223,029.26 5,694,557,262.53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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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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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7% 553,369,460  质押 57,492,00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安媒

体互联网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8% 33,592,327    

招商财富－招商银

行－汇垠天粤 1 号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40% 29,819,55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77% 16,314,74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安智

能生活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55% 11,751,66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0.43% 9,087,107    

杭州友旺电子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8% 8,052,430    

贾光庆 境内自然人 0.32% 6,900,000    

揭志华 境内自然人 0.31% 6,533,626    

黄崇付 境内自然人 0.26% 5,489,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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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34,526 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份的 1.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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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61,118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份的 1.03%；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21,058,916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份的 0.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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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53,748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份的 0.96%；海

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19,855,022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

份的 0.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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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87,124 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份的 0.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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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34,592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份的 0.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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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光庆在报告期末

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6,900,000 股；黄崇付在报告期末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

持有公司股份 5,489,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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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SIA数据显示，2019年第一季度全球半导体市场同比下降了5.5%。受到全球半导体市场下滑影响，

我国集成电路行业2019年一季度增速大幅下降。根据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统计，2019年一季度我国集成电

路产业销售额1274亿元，同比增长10.5%，增速同比下降了10.2个百分点，环比下降了10.3个百分点。其中：

设计业销售额458.8亿元，同比增长16.3%；制造业销售额392.2亿元，同比增长10.2%；封装测试业销售额

423亿元，增速下降幅度最大，同比仅增长5.1%。随着二季度集成电路行业逐步回暖，2019年1-6月我国集

成电路产业销售额3048.2亿元，同比增长11.8%，增速比一季度略有增长。其中，设计业销售额1206.1亿元，

同比增长18.3%；制造业销售额为820亿元，同比增长11.9%；封装测试业销售额1022.1亿元，同比增长5.4%。

随着5G商用、半导体与AI技术融合对数据中心需求的大幅增加、AI与IOT技术融合对智能终端产品的不断

革新、存储器需求的恢复增长、汽车电子对高可靠性集成电路产品需求的提高，预计未来集成电路行业将

保持稳定发展趋势。 

公司2019年上半年主要工作开展情况如下： 

生产经营及客户开发方面，2019年1-6月，公司共完成集成电路封装量160.41亿只，同比下降3.57%，

晶圆级集成电路封装量39.04万片，同比增长48.31%，LED产品67.38亿只，同比增长20.39%。受一季度行

业下行调整及上半年期间费用上升等因素影响，公司2019年上半年经营业绩较同期出现下降，2019年1-6

月完成营业收入38.39亿元，同比增长1.41%，2019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561.02万元，同

比下降59.33%。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关注重点客户现有产品和新品导入工作，加强行业调整期的客户沟通

和订单跟踪，降低行业调整对公司的影响。同时，加大目标客户订单上量和新客户开发工作，新开发客户

55家，新增3家基于Fan-Out封装技术的工艺开发和量产客户,涉及VCM driver、LNA、WIFI、MCU、ETC、

触控及指纹识别等产品领域。 

技术和产品开发方面，公司完成砷化镓芯片Fan-Out封装技术工艺开发，目前处于测试阶段。TSV封

装产品通过高端安防可靠性认证，并进入小批量生产阶段。开发了OMT50µm低线弧指纹、Coreless厚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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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基板高散热要求的FCLGA、LPDDR4存储4叠层封装、超复杂多线弧QFN产品等。公司2019年上半年共

获得国内专利22项，其中发明专利6项。“射频芯片硅基扇出封装技术”被评为“第十三届（2018年度）中国

半导体创新产品和技术”；“四边无引脚多圈新型QFN封装工艺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荣获第二届集成电路

产业技术创新奖；“一种具有接地环的e/LQFP堆叠封装件及其生产方法”专利荣获甘肃省专利奖一等奖。 

产业布局及整合方面，2019年1月，公司完成收购Unisem股权的交割工作，Unisem自2019年1月31日起

纳入公司合并范围，公司全球化产业发展布局得到进一步完善，射频、汽车电子产品的市场得到进一步拓

展，为公司更加快速有效地融入国际市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报告期内，华天南京开工建设，目前正在进

行厂房和动力配套等基础设施建设，南京项目的建设，将为公司有效提高先进封装测试产能，进一步提升

公司的综合实力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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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9,330,431.95 3,785,884,856.52 1.41%  

营业成本 3,332,986,386.75 3,167,232,897.14 5.23%  

销售费用 48,419,635.28 34,951,485.20 38.53% 
主要为本报告期将Unisem纳入合并

范围所致 

管理费用 164,428,280.85 117,961,543.85 39.39% 

主要为本报告期将Unisem纳入合并

范围及并购Unisem支付相关中介费

用所致 

财务费用 66,309,792.99 3,134,783.50 2,015.29% 
主要为本报告期银行借款利息大幅

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19,379,206.81 42,147,002.37 -54.02% 
主要为本报告期利润总额较上年同

期减少所致 

研发投入 173,027,390.63 173,517,624.73 -0.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9,380,096.41 359,544,814.89 30.55% 
主要为本报告期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37,553,775.46 -1,116,918,389.82 127.19% 
主要为本报告期支付收购Unisem的

现金大幅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1,780,543.52 637,745,138.80 -54.25% 
主要为本报告期偿还借款及利息增

加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773,806,597.95 -119,741,089.63 1,381.37% 
主要为本报告期支付收购Unisem的

现金大幅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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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修

订）》（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

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2017年修订）》（财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

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以下统

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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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6号)，根据财会[2019]6号通知，公司按照该文件规定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编制公司的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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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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天水华天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马来西亚主板上市公司UNISEM (M) 

BERHAD（以下简称“Unisem”）之股东John Chia Sin Tet、Alexander Chia Jhet-Wern、Jayvest Holdings Sdn Bhd、

SCQ Industries Sdn Bhd以自愿全面要约方式联合收购Unisem股份，本次要约Unisem股东接受要约的有效股

份数为428,553,254股，占 Unisem流通股总额727,085,855股的58.94%，上述股份于2019年1月完成交割。本

次要约取得的股份全部由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华天科技（香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在马来西亚设立的全资

子公司HUATIAN TECHNOLOGY (MALAYSIA) SDN. BHD.持有，Unisem于2019年1月31日纳入本公司合

并范围。 

②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FlipChipInternational,LLC在美国设立的全资子公司FlipChip-AD,LLC于2019年6

月5日注销。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肖胜利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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