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华力创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300045                           证券简称：华力创通                           公告编号：2018-081 

北京华力创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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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力创通 股票代码 30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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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梦冰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8 号院乙 18 号  

电话 010-82966393  

电子信箱 IRM@hwacreate.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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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879,777.53 230,312,195.59 -4.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456,529.35 20,103,132.30 -67.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5,217,003.74 17,381,105.19 -6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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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3,248,474.24 -73,608,605.87 14.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07 0.0357 -70.0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07 0.0357 -70.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7% 2.00%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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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633,113.90 1,869,443,893.90 12.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50,428,375.94 1,358,697,126.09 28.8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4,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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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小离 境内自然人 17.68% 108,866,400 81,649,800 质押 24,920,000 

王琦 境内自然人 15.18% 93,498,664 70,123,998 质押 20,660,000 

熊运鸿 境内自然人 7.33% 45,131,615 33,848,711   

宁波梅山保税港

区道泰信泉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0% 16,000,000 16,000,000 质押 16,000,000 

创金合信基金－

平安银行－创金

合信汇享华力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60% 16,000,000 16,000,000   

杨远明 境内自然人 1.85% 11,371,482 0   

陆伟 境内自然人 1.58% 9,756,102 6,829,272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鹏

华中证国防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40% 8,632,735 0   

中国北方工业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0% 8,000,000 8,000,000   

何俊杰 境内自然人 0.83% 5,115,345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高小离、王琦和熊运鸿为一致行动人，是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公司股东杨远明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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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 11,371,482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1,371,482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1.85%。2、公司股东何俊杰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广发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5,115,345 股，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 5,115,34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83%。3、公司股东何惠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

持有 4,200 股，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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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 

3,271,8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276,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53%。 



北京华力创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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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面对国内供给侧改革、中美贸易摩擦等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公司始终围

绕“以技术为龙头，以产业经营为核心，以产融互动为手段，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战略方针，

坚持核心技术和关键产品独立研发，不断优化并拓展核心技术和产品，聚焦北斗导航、天通

通信的产业化进程，通过品牌塑造、供应链整合、管理创新、股权激励等措施外拓市场、内

提质效，着力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2,087.98万元， 较上年同

期下降4.1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645.65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67.88%。

虽然2018年第二季度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较2017年同期实现增长，但受限于2018年第一季

度亏损的影响，使得本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经营成果如下： 

    （一）北斗产业化持续推进，军民用产品齐头并进 

    2018年上半年，公司成为北京市公务车辆信息化管理车载终端设备骨干供应商，北斗车载

定位终端的安装可实现公务车车辆位置和行驶路线的实时显示，有效改进了政府有关部门对

于公务车的监督和管理；同时有利于北斗车载定位终端项目在全国市场的复制和推广，为公

司加强智慧城市项目的建设提供了借鉴。截至目前，公司和北京市有关部门签署车载终端设

备采购合同的累计金额已近1700万元，完成公务车北斗定位终端安装累计数量1万多台，预计

下半年订货量将会进一步增加。  

     2018年5月，公司承担了贵州省大方县德兴煤矿滑坡区高精度监测项目，通过GNSS自动

化监测数据，结合当地气象和地质信息技术人员的现场勘查，形成详实可靠的数据信息，向

主管部门提交十一期监测报告，从专业性和可靠性等方面充分体现了我公司在自动化监测领

域的专业能力。目前，公司已经在云南、四川、贵州、甘肃、陕西等地完成数十个高精度安

全监测项目的建设工作，从而有效预防和减少灾害的发生，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2018年6月，公司自主研发的北斗农机无人驾驶系统应用于国家粮食生产功能示范区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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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化举办的中国首轮农业全过程无人作业试验，公司技术人员现场对农机整机进行无人驾驶

改装，当天下地试验，试验效果得到各级领导专家的一致好评。北斗农机无人驾驶系统可以

广泛安装于所有具备液压助力转向系统的拖拉机、收割机、打药机等大中小型农业机械上，

辅助农机驾驶员作业，提高作业精度和效率，降低驾驶员作业强度。先进农业机械的普及为

三农问题的解决和促进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可靠的科技和产业基础。 

        随着军改的逐步落地，有关北斗的军品订货呈现逐步增长的势头，北斗装备的订货量

显著上升；部分军品项目加速研制进程，预计部分装备可在年内定型并批量订货；北斗短报

文模块中标某军品项目的招标，并开展小批量试产工作。 

    （二）天通商用开启，卫星移动电话产销两旺 

     2018年上半年，我国自主建设的天通卫星移动通信系统正式商用，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

研制出天通手机的厂商，公司研发的HTL1100手持单模天通卫星电话和HTL2200智能全网通

天通卫星电话已经实现了批量生产和上市销售。目前，公司已经在全国29个省区建立了天通

手机的代理商营销网络，为天通手机在全国市场的推广奠定了渠道基础。公司研制的天通手

机已经应用到四川成都、新疆哈密等地的防汛指挥和抗洪救灾之中，极大的提升了应急部门

的通信网络保障能力，为防汛度汛保驾护航。目前，公司已经形成了功能机、智能机、船载

终端、通信热点、室内信号转发器等全型谱终端设备，将广泛应用于海洋渔业、政府应急、

林业巡检、户外旅行、野外基建、军事通信等行业领域，市场前景广阔。 

    （三）稳步推进再融资，为公司发展提供保障 

     公司于2016年启动了明伟万盛的收购工作，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非公开发行股份并募

集配套资金的工作，向3名合格投资者发行股份4,000万股并募集配套资金4亿元人民币，为公

司募投项目的建设和公司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至此，公司已全部完成此次收

购明伟万盛的相关工作，进一步丰富了公司涉及的行业领域，有效的促进了北斗卫星导航产

品及系统和仿真测试产品在轨道交通行业的应用，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的快速规模化发展。 

    （四）重视人才发展与培养，股权激励凝聚人心 

     公司进一步深化组织架构改革，梳理部门职能，完善用人机制，实施人资赋能，注重专

业型人才和复合型人才的培养。2018年6月，公司独立创建的华力学院第一期培训工作顺利实

施，开展针对中高层管理人员及有发展潜力的基层员工的封闭培训，从知识结构、管理技能、

个人境界修养、身体素质等各个方面进行学习和锻炼，从而有利于提高公司整体管理水平和

运营效率，为公司将来的发展培养和储备人才。公司持续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创新与完善激

励方案，激发各方的积极性。2018年上半年，公司完成了2018年第一期股权期权激励计划的

授予工作，80名激励对象共计获授406万份股票期权；2018年7月至8月，公司《2018年第二期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授予事项的公告已经披露，45名激励对象共计获授354万份股票期权，

将进一步激发公司员工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为公司未来的发展铸造坚实的凝聚力。

公司大力推动企业文化建设，强调价值认同，追求员工与企业共担、共赢、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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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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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华力创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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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包括本公司及全部子公司、孙公司。本公司拥有11家子公司：华力

创通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通国际）、北京华力天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力天星）、

北京华力睿源微波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力睿源）、北京怡嘉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北京怡嘉行）、上海华力创通半导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半导体）、天津市新策电子

设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新策）、深圳华力创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创通）、

成都华力创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华力创通）、云南华力创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云南创通）、江苏明伟万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明伟）、北京华力智信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力智信）；2家孙公司：怡嘉行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怡

嘉行）、成都华力锐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华力锐测）。 

华力智信为本期新增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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