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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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恒科技 600288 G 大恒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严宏深   

电话 010-82827855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3号大恒

科技大厦北座15层 

  

电子信箱 600288@dhkj.sin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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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9,924,780.24 3,139,955,397.60 1.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541,146,916.76 1,534,716,912.50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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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685,728.50 -135,797,275.02 不适用 

营业收入 1,349,711,671.95 1,255,067,610.50 7.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6,959,426.79 -3,439,604.33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0,703,645.82 -6,399,762.05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10 -0.23 增加1.3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388 -0.0079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388 -0.0079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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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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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素贞 境内自然人 29.75 129,960,000 0 冻结 129,960,000 

吴立新 境内自然人 4.68 20,430,000 0 无 0 

唐建柏 境内自然人 1.83 8,000,000 0 无 0 

陈定华 境内自然人 1.02 4,476,400 0 无 0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景顺长城量化精

选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国有法人 0.72 3,154,261 0 无 0 

吕惠英 境内自然人 0.57 2,500,000 0 无 0 

林少松 境内自然人 0.56 2,429,988 0 无 0 

刘育辰 境内自然人 0.48 2,075,505 0 无 0 

陈丹英 境内自然人 0.47 2,054,800 0 无 0 

肖高利 境内自然人 0.32 1,393,433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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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总体情况 

公司 2018 年上半年经营情况良好，实现扭亏为盈。大恒科技合并报表实现营业收入 13.50

亿元，较 2017年同期 12.55亿元增长 7.54%；实现归属于大恒科技股东的净利润 1,695.94万元，

较 2017年同期-343.96万元增加 2,039.9万元。 

报告期内实现扭亏为盈的主要原因包括： 

1、公司的参股公司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20%）利润增加，2018年上半年该公司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 5,066.87万元，较 2017年同期 2,800.98万元增长 80.90%； 

2、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国大恒净利润增长； 

3、公司全资子公司泰州明昕亏损减少。 

（二）母公司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母公司营业收入 5,821.52 万元，较 2017 年同期 4,882.97 万元增长 19.22%；税

后净利润 5,136.93万元，较 2017年同期 3,364.92万元增长 52.66%。 

1、母公司下属事业部光电所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21.12%，净利润较上年同期

减少 36.29%。 

营业收入增长的原因为： 

（1）经过长期的技术和品牌积累，光电所近年来对重大精密仪器类产品的研发取得进展：截

止 2018年 6月 30 日，光电所承担的两项科技部重大仪器专项——基于飞秒激光的太赫兹时域光

谱仪和软 X 射线/极紫外无谐波光栅单色仪完成了技术验收工作，财务结题决算工作已经全部完

成，验收审计工作正在进行中。项目的顺利提升了光电所在国内的行业地位，有效促进了产品的

持续销售； 

（2）皮秒激光器卫星激光测距和工业微加工完成了中试阶段和开始正式生产的前期准备工

作，目前有小批订单开始销售。 

净利润减少的原因为： 



（1）受中美贸易冲突的影响，国际销售市场出现一些不稳定因素，对报告期内国际销售情况

有所影响； 

（2）市场竞争愈加激烈，产品价格有所降低； 

2、母公司下属事业部薄膜中心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30.23%，净利润较上年同

期增长 22.93%。 

大恒光学薄膜中心产品主要应用于激光加工、图形图像、医疗生化、分析仪器等行业。报告

期内收入及净利润增长的原因为： 

（1）激光加工行业 2018 年主要以激光切割透镜组、激光保护窗口为主，上半年激光产品销

售较去年有所增长，主要增长点为大功率产品需求扩大； 

（2）图形图像行业报告期内销售收入实现增长，主要是由于国内影院的 3D 投影配套产品订

单增长较快，大恒薄膜完成了 3D偏振影像光学系列产品（高效偏振分光镜、高效反射镜、液晶光

阀隔热膜等）的生产工艺优化，由于采用新的工艺，有极高的生产效率和价格优势； 

（3）经过几年的产品转型及发展，大恒薄膜在提高自身生产能力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研发，逐

步形成以光学元件生产销售为主要经营方向，以光学系统、部件集成为一体的多元化经营模式，

为创造更大的产值和实现稳定的利润增长奠定了基础。 

3、母公司持股 20%的诺安基金报告期内利润增加，2018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

润 5,066.87万元，较 2017年同期 2,800.98万元增长 80.90%。 

（三）主要控股子公司经营情况 

1、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72.70%） 

中国大恒报告期内营业收入 10.73 亿元，较上年同期的 10.21 亿元增长 5.09%；归属中国大

恒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2,395.96万元，较上年同期的 1,209.75万元增长 98.05%。 

净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为： 

（1）机器视觉组团净利润增幅较大； 

（2）近年决定关闭或收缩的办公自动化事业部、工控部、大恒电气等单位除了少数善后、维

修人员外，人员裁减已基本完成，贬值库存已清理，故亏损额大幅下降； 

（3）持股 49%的大陆期货本报告期贡献的投资收益增加 201.17万元。 

作为中国大恒主导产业的机器视觉组团（包括大恒图像子公司及其下属在苏州的子公司图锐

智能、在青岛的子公司青岛恒纺、在河北的子公司天昱恒、在潍坊的合资公司潍坊天恒；北京大

恒图像视觉分公司），报告期内销售收入 4.5亿元，较上年同期的 3.92亿元增加 14.79%；税后净



利润合计 1,971.46万元，较上年同期的 1,354.65万元增长 45.53%。 

机器视觉组团主导产品中印刷品自动检测、医药产品自动检测均有增长，棉纺产品自动检测、

电子行业自动检测增长迅速。玻璃制品自动检测（潍坊天恒）受玻璃行业相当数量的生产厂家正

在进行环保整改的影响，销售额有所下降。视觉部件领域组团生产的水星系列摄像机销售台数较

上年同期约增长 50%，下半年将继续提升智能化水平，除图像采集、处理分析外，增强自动控制

功能，逐渐满足智能机器人和 3D检测行业的视觉要求。 

机器视觉组团虽至今总体效益逐年提升，但在目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加情况下，困难也在增大，

包括因生产厂家流动资金紧缺且货款回收慢导致的应收账款居高不下、人力成本大幅增长、人才

流失风险加大、汇率风险等，公司将尽最大努力克服上述困难，减少业绩波动。 

北京大恒 IT（包括北京大恒创新公司、北京大恒软件公司、中国大恒科技分公司等企业）报

告期内系统集成、应用软件、通用 IT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41%。在水利领域的系统集成项目中，

通过强化标准化项目管理流程，产品研发按照国际通用 CMMI认证标准流程深化管理，客户管理按

照客户管理系统严格执行，提高了项目执行效率。公司自有产品的稳定性大幅提升，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长 13%。报告期内新中标了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东平中小型公益性水利工程建设管

理处等相关工程项目。在教育领域，围绕校园电视台产品线、初中阶段的自主学习云平台等展开

研发和推广，成效显著。 

中国大恒直属的光源事业部报告期内销售收入、税前利润比去年同期微降；苹果事业部营业

额虽比去年同期增长 18.81%，但因苹果公司无新产品推出，净利润下降 16%。 

公司持股 49%的大陆期货，本报告期贡献的投资收益为 224.37万元，较去年同期的 23.20万

元有所增长。 

2、北京中科大洋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63.80%） 

中科大洋报告期内营业收入 1.84亿元，较上年同期的 1.47亿元增长 25.17%；归属中科大洋

母公司的净利润为-4,633.34 万元，较上年同期的-2,792.08万元增加亏损 65.95%。 

营业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是项目验收合同额同比增长较多，收入增加，但由于人工成本增加，

以及应退增值税返税未退回，致报告期内归属于中科大洋母公司的净利润亏损增加。 

造成上半年亏损增加的原因主要有： 

（1）系统产品的新增订单数量及金额低于往年同期； 

（2）2017 年度中标的媒体融合项目采用的技术新颖，在建项目的验收过程中存在业务磨合

现象，从而导致该类项目在收入转化方面不及预期； 



（3）公司加大了新行业拓展及产品的研发力度，存在一定资源投入，费用增加。 

2018年上半年中科大洋加强应收账款的回收工作，应收账款报告期末余额比年初有大幅度的

下降，资产负债率也下降至 50%；4K 技术和媒体融合技术已经成为广电领域的亮点，广东台和央

视等项目的成功实施为 4K和媒体融合产品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教育类产品的研发工作已经完

成，目前处于市场及渠道拓展阶段。 

中科大洋控股子公司南京厚建上半年由于销售机会不及预期及运营成本过高，销售收入及净

利润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下半年将紧紧围绕业绩目标开展工作，紧盯市场，关注重点项目以及

已有项目的实施周期。 

3、泰州明昕微电子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00%） 

泰州明昕报告期内营业收入 2,611.29万元，较上年同期的 3,123.89万元减少 16.41%；净利

润为-1,433.19万元，较上年同期的-1,981.05万元减少亏损 27.66%。 

泰州明昕管理团队人员稳定，生产工作状态良好，亏损较去年同期减少。亏损减少的原因为： 

（1）随着质量和服务意识的不断提升，国内加工业务利润有所改善，国外客户订单量有所增

加； 

（2）通过对操作技能进行培训、改造生产设备效能、提升质量管控意识、提高封装成品率、

加强能效管理等多项措施，降低制造成本。 

下半年泰州明昕将在模块类产品研发、终端客户销售、生产制造的优化等方面加大管理工作

力度，力争早日扭亏。 

4、北京大恒普信医疗技术有限公司（大恒科技持股 95%，中国大恒持股 5%） 

大恒普信报告期内致力于加大研发力度，随着图像识别、深度学习、神经网络等关键技术的

突破，带动了人工智能新一轮的大发展，医疗人工智能率先崛起，公司相关业务的推进及产品的

优势逐步显现，市场需求将会得到进一步的释放。 

公司将继续推广基于云服务的眼科医联体解决方案： 

（1）加大推广眼科临床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 

公司长期在医院眼科信息化建设中积累了丰富经验，为合作医院提供核心产品，如眼科特色

的 PACS、眼科门诊电子病历，并实现眼科产品与医院 HIS、LIS 等信息系统的对接及医疗数据的

互通，有效控制医疗质量，规范和优化工作流程，减少或避免医疗差错，改善医患关系，提高工

作效率； 

（2）眼科医联体内医疗数据共享，实现分级诊疗。 



大恒普信在青岛、河南等地建立了区域眼科中心，并用中心医院的资源去指导基层医生及患

者双向转诊，建立分级诊疗体系。 

（3）公司研发的慧眼向国家有关部门申报 CFDA 三类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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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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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主营业务分析 

4.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349,711,671.95 1,255,067,610.50 7.54 

营业成本 1,034,111,259.99 979,410,306.40 5.59 

销售费用 146,947,688.99 126,412,497.95 16.24 

管理费用 212,835,090.78 194,279,071.99 9.55 

财务费用 7,317,352.37 8,296,000.19 -11.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3,685,728.50 -135,797,275.02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379,598.27 24,096,213.80 -188.7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702,064.08 -61,603,633.37 不适用 

研发支出 94,012,440.09 84,092,719.84 11.80 

 

(1) 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额 
增减比

例(%) 
变动原因 

资产处置收益 2,022,281.11 629,983.99 1,392,297.12 221.01 
主要系本报告期固定资产处置

收益重分类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88,094.90 135,105.54 -223,200.44 -165.20 
主要系本报告期应收账款有少

量转回所致 

投资收益 54,630,570.10 30,501,667.06 24,128,903.04 79.11 
主要系本报告期联营企业利润

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612,060.58 2,908,446.49 -2,296,385.91 -78.96 
主要系本报告期固定资产处置

收益重分类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 
-633,000.00 -1,588,500.00 955,500.00 60.15 

主要系本报告期交易性金融资

产较上年同期亏损减少所致 

 



(2) 其他 

√适用 □ 不适用  

4.2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利

润率

(%) 

营业收

入比上

年同期

增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同

期增减

(%) 

营业利润

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 

信息技术及办公自动化 901,615,731.99 709,877,371.73 21.27 5.97 1.25 3.67 

光机电一体化产品 208,295,793.28 176,279,263.08 15.37 -0.65 -0.31 -0.29 

电视数字网络编辑及播

放系统 
176,466,980.69 95,552,999.15 45.85 23.84 85.72 -18.04 

半导体元器件 25,099,578.23 32,989,407.27 -31.43 -15.79 -23.54 13.32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利

润率

(%) 

营业收

入比上

年同期

增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同

期增减

(%) 

营业利润

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 

信息技术及办公自动化 901,615,731.99 709,877,371.73 21.27 5.97 1.25 3.67 

光机电一体化产品 208,295,793.28 176,279,263.08 15.37 -0.65 -0.31 -0.29 

电视数字网络编辑及播

放系统 
176,466,980.69 95,552,999.15 45.85 23.84 85.72 -18.04 

半导体元器件 25,099,578.23 32,989,407.27 -31.43 -15.79 -23.54 13.32 

 

主营业务分行业和分产品情况的说明 

 

信息技术及办公自动化 

2018年1-6月 主营营业收入 主营营业成本 

营业

利润

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成本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利润率

比上年同期

增减(%) 

办公自动化设备、耗

材等经销商品 
381,412,176.74 357,222,161.72 6.34 7.92 4.61 2.96 

视觉检测类产品 380,726,959.62 235,838,447.43 38.06 8.01 -0.58 5.35 

系统集成 88,964,994.21 75,834,560.02 14.76 -2.00 -5.05 2.74 

其他信息技术产品 50,511,601.42 40,982,202.56 18.87 -6.74 -3.80 -2.48 

合计 901,615,731.99 709,877,371.73 21.27 5.97 1.25 3.67 

 

光机电一体化产品 

2018年1-6月 主营营业收入 主营营业成本 

营业

利润

率(%) 

营业收入

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利润率

比上年同期

增减(%) 

飞利浦光源产品 148,846,743.03 139,862,920.92 6.04 -7.27 -7.15 -0.12 



光学元件 41,825,762.98 24,067,954.14 42.46 17.88 38.30 -8.50 

激光设备 13,033,510.08 9,677,177.35 25.75 56.80 75.01 -7.72 

其他光机电产品 4,589,777.19 2,671,210.67 41.80 -14.27 -18.20 2.80 

合计 208,295,793.28 176,279,263.08 15.37 -0.65 -0.31 -0.29 

 

4.3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地区 主营营业收入 主营营业成本 
营业利

润率(%)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利润率

比上年同期

增减(%) 

北京 1,239,955,660.94 940,302,597.13 24.17 7.67 6.71 0.68 

上海 45,627,984.28 40,877,904.48 10.41 -11.14 -15.23 4.33 

泰州 25,099,578.23 32,989,407.27 -31.43 -15.79 -23.54 13.32 

南京 794,860.74 529,132.35 33.43    

合计 1,311,478,084.19 1,014,699,041.23 22.63 6.38 4.33 1.52 

 

五、核心竞争力分析 

1、拥有多个业内知名的优秀品牌 

公司经过十多年的不断努力，凭借着业内领先的技术和高质量的产品，在图像采集处理、机

器视觉检测、光机电一体化、数字电视网络编辑及播放系统、水利行业系统集成领域拥有较高的

知名度，形成了包括大恒图像、大恒光电、中科大洋等在内的优秀品牌。 

2、拥有一定的技术储备和研发成果 

公司作为高新技术企业，一直坚持以自主研发和自主品牌为发展核心，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走研发创新发展道路为战略。报告期内，公司投入人民币 9,401.24万元用于技术研究开发，不断

提升研发能力，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截止 2018年 6月 30 日，大恒科技已授权发明专利 6项、

实用新型专利 7项、外观专利 1项、软件著作权 16 项；大恒图像已授权发明专利 80项、实用新

型专利 39项、外观专利 1项、软件著作权 41项；中科大洋已授权发明专利 63项、实用新型专利

7项、外观专利 1项、软件著作权 112项；大恒科技光电所已授权发明专利 1项、实用新型专利 5

项；泰州明昕已授权发明专利 5 项；大恒软件已授权发明专利 3项、外观专利 1项、软件著作权

32项；大恒创新已授权软件著作权 1项。 

截止 2018 年 6月 30 日，光电所承担的两项科技部重大仪器专项——基于飞秒激光的太赫兹

时域光谱仪和软 X射线/极紫外无谐波光栅单色仪完成了技术验收工作，财务结题决算工作已经全

部完成，验收审计工作正在进行中 

3、人才与管理优势 



为了构建相对稳定的研发团队，更好的实现公司的发展目标，公司多年来一直重视专业人才

的引进和培养，通过内部培养和外部引进的双重机制，积聚和培养了众多具备丰富行业经验的技

术人才，汇集了一批熟悉技术、市场，并具备先进管理理念的管理人才，形成了一支高素质的人

才队伍，为公司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2018年，公司“企业博士后工作站”的 2名博士后顺利

完成出站，并继续留在公司工作，1名博士后顺利进站。 

公司的管理团队分别由经营管理、技术研发、市场营销、质量控制、财务管理等领域具有丰

富经验的专业人士构成，具有深厚的行业背景和管理经验，能够加快技术进步，把握市场商机，

制定全面商业策略，评估及管理风险，执行管理及生产计划，提升公司整体利润。 

公司的战略及发展规划紧密围绕公司的主营业务展开，持续专注于以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为核

心，把握国家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带来的发展机遇，做大做强公司现有主营业务，致力于公司稳

固发展，并稳健的推进公司的战略转型。 

 

六、投资状况分析 

6.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对外股权投资总额为 254,984,905.84 元。 

 

持有非上市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所持对象名

称 
最初投资成本 

占该公

司股权

比例

（%） 

期末账面价值 报告期损益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来

源 

上海大陆期

货有限公司 
73,500,000.00 49 111,694,185.92 2,243,674.56 

长期股

权投资 

购买股

权 

诺安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116,320,136.00 20 317,393,714.22 50,668,738.23 

长期股

权投资 

购买股

权 

合计 189,820,136.00  429,087,900.14 52,912,412.79    

 

(1) 重大的股权投资 

□ 适用 √不适用  

 

(2) 重大的非股权投资 

□ 适用 √不适用  

 

(3)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适用 □ 不适用  



 

序

号 

证券

品种 

证券代

码 

证券

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元） 

持有数

量（股） 
期末账面价值 

占期末

证券总

投资比

例（%） 

报告期损益

（元） 

1 股票 000949 
新乡

化纤 
1,050,000.00 250,000 737,500.00 31.15 -385,000.00 

2 股票 600059 
古越

龙山 
2,020,000.00 200,000 1,630,000.00 68.85 -248,000.00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0 / 0 0 0.00 

报告期已出售证券投资损益 / / / / 0.00 

合  计 3,070,000.00 / 2,367,500.00 100.00 -633,000.00 

 

(一) 重大资产和股权出售 

□ 适用 √不适用  

 

(二) 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 

√适用 □ 不适用  

1、主要子公司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单位名称 经营范围 
注册资

本 

资产总额 股东权益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8 年 6 月

30 日 

2018 年 6 月

30 日 

2018 年 1-6

月 

2018 年 1-6

月 

中国大恒（集团）

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技术产品等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 
30,000 169,201.57 77,568.33 107,349.61 2,434.67 

北京中科大洋科

技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计算机图形、图像处理系

统、数据采集处理系统

等；销售电子计算机及外

部设备、广播电视通讯设

备制造等 

7,367.5 65,429.90 32,709.87 18,430.86 -5,504.41 

泰州明昕微电子

有限公司 
半导体器件生产 14,100 17,524.04 -2,112.72 2,611.29 -1,433.19 

北京大恒激光设

备有限公司 

激光技术开发、激光技术

设备生产、技术转让、技

术培训、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对外加工等 

300 2,161.01 -1,470.55 321.72 -137.36 

北京大恒鼎芯科

技有限公司 

音视频编码器、解码器和

芯片、计算机芯片的开发

等 

1,500 1,037.22 -1,051.39 499.67 -63.11 

大恒光电科技发

展（北京）有限

公司 

计算机技术开发及转让 500 138.96 138.96  -0.01 

北京大恒普信医

疗技术有限公司 
技术研发 1,000 701.90 -3,346.74 17.48 -697.78 



 

2、参股公司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单位名称 经营范围 
注册资

本 

资产总额 股东权益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8年 6月

30 日 

2018年 6月

30 日 

2018 年 1-6

月 

2018 年 1-6

月 

诺安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

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15,000 223,494.78 158,696.86 52,168.40 25,334.37 

宁波华龙电

子股份有限

公司 

电子元件、继电器配件、电声器

配件、接插件、电器配件、半导

体器件及半导体元器件专用材

料开发生产、电子零件、模具制

造、加工 

7,500 83,702.45 14,974.29 14,614.70 -721.01 

 

七、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7.1 报告期内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的执行或调整情况 

2018 年 6 月 20 日，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

司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派发现金红利：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4 元（含税），共计派发

现金红利 10,483,200.00 元。 

2018 年 8 月 2 日，公司披露了《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

告》，股权登记日为 2018 年 8 月 8 日，现金红利发放日（除息日）为 2018 年 8 月 9 日。 

2018 年 8 月 9 日，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 

 

7.2 半年度拟定的利润分配预案、公积金转增股预案 

是否分配或转增  

 

九、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9.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本期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宝库欧 7 家，本期无增加、减少自总司，具体见本附注“九、

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董事长：鲁勇志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8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