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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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16,689,056.45 7,644,118,819.51 10.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4,099,290,486.95 3,941,977,619.52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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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529,985.25 -34,110,240.72 -127.29 

营业收入 3,355,275,567.43 3,028,318,011.29 10.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67,317,823.29 403,644,389.39 -9.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344,112,886.09 398,901,415.10 -13.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8.68 8.52 增加0.1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9 0.54 -9.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9 0.54 -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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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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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2 255,614,029 255,614,029 质押 139,818,000 

联发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2.60 93,852,613 93,852,613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6.72 50,040,099 50,040,099 无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

组合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12 15,772,595 15,772,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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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15,269,374 15,269,374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82 13,552,980 13,552,980 无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国泰价值经

典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LOF）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51 11,265,087 11,265,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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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10,406,788 10,406,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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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19 8,850,135 8,850,135 无   



金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

组合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00 7,425,104 7,425,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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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3.5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10.8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3.67 亿元，基本每股收益 0.49 元，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9.2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44 亿元，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13.73%。报告期内，公司效

率指标人均回款较上年同期增长 5.5%。 

报告期内，通用、高压直流、低压电器等产品增速较高。具体表现在：（1）公司通用继电器

产品受益于家电特别是空调市场持续热销势头，同时新应用市场光伏逆变器业务快速上量，上半

年通用继电器累计出货 15.1 亿元，同比增长 22.50%。（2）高压直流继电器上半年受益于新项目

推动以及公司产品在国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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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亿元，

同比增长 3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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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低压开关累计出货 2.6亿元，同比增长 20.5%。 

报告期内，工控、信号继电器保持平稳增长。具体表现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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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实物质量水平逐步接近行业标杆企业水平，整体竞争力明显提升。上半年工控继

电器累计出货 2.27亿元，同比增长 13.80%。（2）信号继电器主要系安防领域项目需求平稳上升，

同时在灯孔、油气转换等新市场增长明显，上半年信号继电器累计出货 1.4亿元，同比增长 16.40%。 

报告期内，公司部分传统优势领域如电力继电器、汽车继电器业务面临较困难的形势，主要

表现在：（1）公司电力电器主打产品计量磁保持继电器因国网装表量继续下降，南网招标模式改

革项目延后等不利影响，国内业务复苏乏力；国外业务受客户产品切换出货放缓和汇率大幅波动

影响，收入增速明显放缓，上半年电力继电器国内外累计出货 6.1 亿元，同比下降 12.6%。（2）

汽车继电器由于国内整车市场环境变化进入调整期，业务增速减缓，上半年累计出货 5.04亿元，



同比下降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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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氧传感器上半年销售金额同比增长 387%，

真空灭弧室同比增长 155%，模块和控制器销售实现零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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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公司产品出口的占比较高，积

累了长期的海外管理经验，公司将积极稳步推进全球发展，甚至谋求海外并购整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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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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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