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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27                           证券简称：华测导航                           公告编号：2019-046 

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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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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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测导航 股票代码 30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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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云 田雪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高泾路 599 号 D 座 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高泾路 599 号 D 座 

电话 021-64950939 021-64950939 

电子信箱 huace@huace.cn huace@huace.cn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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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103,753.84 425,911,671.80 8.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5,923,669.50 44,368,366.25 3.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5,335,228.30 32,172,759.98 -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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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2,647,169.53 -162,655,729.0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11 0.1861 2.6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99 0.1845 2.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05% 5.57%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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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9,978,333.14 1,386,654,097.60 1.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97,107,880.71 865,020,764.59 3.7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7,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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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延平 境内自然人 23.76% 58,524,044 57,938,044 质押 12,254,000 

宁波上裕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12% 37,245,886 37,245,886 质押 18,574,700 

北京太行大业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44% 33,107,454 33,107,454 质押 13,882,800 

宁波尚坤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8.64% 21,280,590 0 质押 9,946,800 

朴东国 境内自然人 2.24% 5,517,910 4,138,432 质押 2,833,900 

苏州方广创业投

资合 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7% 5,341,700 0   

王向忠 境内自然人 1.90% 4,690,222 3,517,666 质押 1,763,800 

广发信德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7% 3,855,330 0   

上海联一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上

海军民融合产业

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 1.44% 3,550,000 0   

王杰俊 境内自然人 0.90% 2,207,164 1,655,373 质押 1,086,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北京太行大业投资有限公司系受赵延平控制的企业（赵延平持有大业投资 97%的股权）；

宁波上裕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赵延平拥有主要权益的有限合伙企业（赵延

平持有上裕投资 52%的权益比例），另赵延平之配偶杨云持有上裕投资 3.78%的权益比

例；宁波尚坤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发行人股东王向忠、朴东国拥有主要权

益的有限合伙企业（王向忠持有尚坤投资 47.4%的权益比例、朴东国持有尚坤投资

33.33%的权益比例）。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陈建捷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924,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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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年度经营计划，聚焦高精度卫星导航定位核心技术研发，及拓展地理空间产业市

场，进一步优化业务结构和管理结构，取得了良好的经营成果，公司整体发展态势较好。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稳中有增，实现营业收入46,110.3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26%。通过调整

优化组织结构，完善各项管理制度，控制公司费用支出，报告期内公司期间费用相较上年同期仅增长8.33%，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592.3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51%。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稳定，整体费用增长

得到控制，预计全年利润目标将如期实现。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140,997.83万元，较期初增加1.68%；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为89,710.79万元，较期初增加3.71%。 

具体经营情况如下： 

 

（一）核心技术、产品开发和业务拓展情况 

公司坚持高精度卫星导航定位的业务方向，持续加强高精度核心技术的发展。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

入7,041.2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3.87%。公司投入开发GNSS全星座全频点芯片，研制SWAS卫星广域增

强服务系统，并在GNSS基带算法、精密定位定轨算法、组合导航算法、三维激光点云数据采集及处理等

核心技术领域进行了重点投入，并不断取得突破，保持公司技术先进性和夯实核心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着力打造“华测云服务”，使普通和精密工程测量实现数据化和智能化，仪器与传感器

数据的采集、传输、处理一体化，通过处理和分析大量数据，实现更为精细化的运营、预判和管理，最终

实现测绘地理信息产业的物联网络。 

 

高精度GNSS接收机是公司核心产品。公司在国内首发惯导RTK，为RTK的发展带来了革命性的突破，

并在报告期内加以推广，使公司不断拓展GNSS接收机在交通、城建、土地管理、市政规划、电力线勘测

等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应用，不断提高GNSS接收机设备的市场占有率；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项目是自然资源部2019年重点项目，公司自主研发的LT700平板等移动GIS硬件产

品和高精度定位技术融合，打造软硬件一体化解决方案，协助各省相关作业单位在规定时间内高质量的完

成了数据采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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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推出了集激光传感器、HDR全景相机、GNSS设备、IMU系统于一体的轻量化多平台

激光雷达--AS1300和AS900系列产品，该系列产品通过多种平台（背包、车载、机载等）搭载作业，在不

同的作业环境下实现高效的三维数据采集，在地形测绘领域形成较好的市场反响，同期面向国际市场发布

了用于城市精细化管理所需的车载全息数据采集系统Alpha3D，目前已通过市场检验。公司也在不断探索

应急、交通、矿业等移动测绘新市场领域，不断完善多平台在不同领域中的产品解决方案。 

报告期内，公司将高精度卫星定位技术和无人机飞控核心技术进行了融合，采用自主研发的“旋翼无

人机+倾斜相机”的产品组合打造了适用于地籍测量、城市规划等领域的一体化三维建模解决方案。此外，

公司针对自然资源统一确权、实景中国、建筑BIM、应急救灾等方向的重大市场机会点，发布了P330垂起

固定翼正射倾斜组合方案和P321倾转固定翼正射倾斜组合方案。 

报告期内，公司基于低功耗物联网通信技术、低功耗传输LoRa或NB-IoT技术研制了小型化智能监测设

备H3、便携式GNSS应急监测站PMS等产品，结合自主研发行业标杆软件地灾监测平台，在地灾、矿山等

领域获得了市场突破，并积极拓展应急监测、智慧城市等领域新的市场应用。 

公司根据客户需求不断提升北斗农机自动驾驶系统的整体性能，研发出安装便利且适用更多农机的新

产品NX300，不仅受到很多农户的好评并首次在水稻插秧试点无人作业取得了较好的作业成果。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授权有效专利22项（含发明专利7项），新增软件著作权18项。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投入研发资源推进行业技术创新和项目产品产业化，并承接了国家及上海市多个

政府科研项目。公司作为课题合作单位参与了国家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课题《地基大视场SAR特

大滑坡亚毫米级实时监测自适应技术与装备研制》，作为项目承担单位承接了上海市经信委项目《北斗精

准定向测姿接收机研发及产业化》、广东省科技厅项目《无人农场关键技术集成与应用示范》。公司与圆

通速递联合成立了“北斗与智慧物流联合实验室”；与百度、阿里巴巴等企业及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

就无人驾驶的技术合作进行了持续交流。 

 

（二）对外投资情况 

2019年2月，公司通过上海市青浦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国有土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系统竞得上海市

青浦工业园区F-29-05（02）地块（用地面积为31,219平方米）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于2019年2月11

日正式与上海市青浦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签署了出让合同（具体内容详见《关于公司竞得国有土地使用权

并签署土地出让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0），该地块将作为公司新增用地，用于新建厂房。预计

厂房建设（不包含土地购买）总投资为30,000万元。报告期内，公司已投入5,401万元取得该地块的使用权。

2019年8月9日，公司正式取得该地块的不动产权证书。 

 

（三）持续改进的组织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投入建设管理体系，优化组织绩效、激励制度，精简组织结构，使得业务发展高效，

人均产值提高，增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公司进一步高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报告期内，公司建设完善的信息化流程，进一步梳理、融合和优化公司流程，全面整合，搭建统一、

全球化高度集成的信息化应用平台，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管理体系，构建

敏捷计划体系及智能化生产管理，对客户需求快速响应，提高准时交付率，缩短生产周期，实现数字化、

精细化管理，支撑华测导航全球化战略布局，进一步提升了公司规模化发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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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7年3月，财政部陆续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

7号）、《企业会计准则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24号——套期会

计》（财会（2017）9号）及《企业会计准则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统称为“新

金融工具准则”），并统一要求境内上市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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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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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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的合并范围涉及三十五家子公司。其中三十二家全资子公司，分别是：双微导航、

华测卫星、武汉华测、西安华测、长春华测、广州华廷、哈尔滨华拓、南昌华测、沈阳华测、南京测华、

成都华测、合肥华拓、长沙华测、天津华测、贵阳华测、济南华测、南宁华测、昆明华测、乌鲁木齐华测、

太原华测、呼和浩特华测、重庆华测、郑州华测、石家庄华廷、兰州华测、杭州华测、福州华测、北京华

测，CHC香港、CHC欧洲，Huace非洲，新加坡CHS；三家直接控股子公司：天辰礼达、珞珈新空，宁波

熙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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