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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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图高科 600122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许娜 贾伯涛、杨敏仪 

电话 025-83274692 025-83274780 

办公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软件大

道68号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软件大

道68号 

电子信箱 maryxu@hiteker.com.cn hthiteker@hiteke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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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66,209,222.59 12,258,386,641.54 -4.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073,892,007.35 2,621,329,772.22 -20.8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1-6月）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83,931,361.98 -979,335,528.35   

营业收入 1,260,317,173.96 1,832,406,721.36 -31.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47,529,503.77 -499,958,831.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45,093,586.55 -500,414,649.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3.323 -8.044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727 -0.431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727 -0.4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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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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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胞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1.45 248,474,132 0 冻结 248,474,132 

湖北匡时文化艺术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4.85 56,124,635 0 冻结 56,124,635 

南京盛亚科技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4.00 46,294,318 0 质押 46,290,000 

南京博融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77 32,086,260 0 质押 32,000,000 

南京中森泰富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17 25,087,506 0 质押 25,087,506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1.94 22,466,300 0 无 0 

上海道乐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1.37 15,829,042 0 质押 15,829,042 



国有法

人 

杨怀珍 境内自

然人 

0.59 6,800,000 0 无 0 

董国强 境内自

然人 

0.56 6,501,798 0 冻结 6,501,798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聚利 19号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0.50 5,801,802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前十名股东中，三胞集团有限公司和南京中森泰

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湖北匡时文化艺术股

份有限公司和董国强先生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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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由于全球疫情原因、大股东流动性危机未能有效缓解等因素，公司报告期内

主要业务板块经营业绩受到较大影响。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60亿元，同比下降 31.22%；

实现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5.48亿元。 

（一）零售连锁业务 

1.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52 亿元，同比下降 31%；实现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1.5

亿元，与上年度同期相比亏损缩小。 

报告期内，3C零售连锁业务利润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受疫情冲击，国内零售实体店面经营困难，市场需求低迷，公司 3C零售业务的营

业收入出现大幅下滑。 

2. 宏图三胞在 2020年上半年的主要工作如下： 



（1）聚焦线上经营，加快模式转变 

上半年宏图三胞建立主播团队，投入专业设备，高管身先士卒，率先参与直播，上半年累计

直播 102场；利用天猫、京东众筹平台，积累用户群体，成功打造爆品筋膜枪众筹项目。 

（2）强强联合，强化品牌经营 

进驻抖音，并于 5 月份开始正式运营，通过抖音平台提升品牌影响力；与跨境电商平台战略

合作，拓展港台销售渠道。 

结合供应商产品设计及运营特点，上半年宏图三胞展开与部分供应商谈判工作，免除自身债

务，与供应商联合开发小家电产品，并共享渠道，努力降低产品成本，提升毛利，实现轻资产运

营。 

上半年持续拓展与开发渠道，通过线上、线下渠道的扩展，新增数渠道，努力扩展全渠道业

务，打造品牌 IP。启动云仓方案降低仓储成本，通过部分租赁店面转型加盟店面降低租金支出，

通过积极与机场方沟通申请，降低机场店租金成本。 

上半年 BST 青少年创客中心持续开课，研发乐高、鲸鱼课程，开发出健身系列、生活系列模

型，不断提升课程专业度、增强学员信任度，创客中心收入稳中有升。 

（二）工业制造业务 

公司制造产业坚持以”收缩转型，创新变革”的经营思路，积极开拓市场，强化精益生产与

质量管理，完善招投标与供应商管理，不断提升公司制造业”软实力”。 

报告期内，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 5.03亿元，同比下降 19.2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3.20

亿元，其中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影响净利润-2.91亿元。 

1.光电线缆业务 

报告期内，无锡光电线缆分公司资金压力巨大，公司一方面通过与合作商谈判加快资金回流，

一方面通过提升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清理库存，调整销售策略、刺激销售达成等措施，实

现整体盈利。 

报告期内，光电线缆实现营业收入 3.84 亿元，同比下降 20.3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003.6万元。 

无锡光电线缆分公司在 2020年上半年的主要工作如下： 

2020年上半年随着国内疫情的好转，国网各项招标项目陆续恢复正常，无锡光电积极参与投

标，陆续中标了上海、新疆、河北、内蒙等电力公司的力缆、架空线及光缆项目。 

2020年上半年拓展了上海、南网等新市场；同时，加大了非电力市场的开拓，与南京华群电

力实业有限公司、国网智联电商有限公司、云南永钢钢铁集团巨利达钢铁有限公司等客户实现了

签约。 

受疫情和公司流动性影响，公司一方面加快资金回笼，合理调度，加快库存清理；一方面优

化生产结构，强化营销、采购、生产沟通协调，应变调整，合理安排生产。 



2.打印机业务 

报告期内，富通电科通过降本控费、优化供应链、积极推动渠道网格化铺排等措施，实现盈

利。 

报告期内，富通电科实现营业收入 1.1 亿元，同比下降 16.7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424.3万元。 

富通电科在 2020年上半年的主要工作如下： 

在疫情影响和行业竞争加剧的市场环境下，富通电科在 2020 年上半年推进多项降本控费措

施：成立供应链降本推进专项小组和技术降本推进专项小组，改进产品设计与产品结构、改造产

品生产线、优化供应链及人员结构，加强供应链管理。 

市场方面，公司继续大力推进大区整合，积极推动渠道网格化，并取得可观的成效。 

（三）艺术品拍卖业务 

2020年上半年公司针对匡时国际面临的实际情况，及时对其管理层做出适当调整，加强管控

力度，梳理业务方向和下半年工作重点及计划铺排。下半年工作逐步进入正轨，并计划于 8 月份

举办 2020年度春拍活动。报告期内，匡时国际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6713.86 万元。 

（四）金融服务业务 

2020年上半年，天下支付没有开展业务，在人行深圳中心支行的监督和指导下进行清算工作；

对上下游的债权债务情况进行梳理，通过各种方式逐步解决。报告期内，天下支付实现归属于母

公司净利润-1040.4万元。 

天下支付在报告期内的主要工作如下： 

按人行深圳中心支行的要求，对存量商户和个人户进行资金清算；有序推进上游清收回款工

作；对历史债务问题逐一进行处理；主动配合人行深圳中心支行履行持牌支付机构义务，对历史

投诉纠纷进行处理；积极配合各司法机关的调查取证；配合处理银联、支付清算协会、消协、信

访办等各类机构反馈的历史纠纷投诉。 

（五）房地产业务 

报告期内，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17.32万元。 

宏图•上水园项目共销售独栋别墅 0套，联排 0套，储藏室 0套，商铺 0套，车位 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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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本报告第十节 财务报告 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

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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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